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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量子计算是利用量子纠缠和叠加等量子资源进行信息处理的一种新型计算

模型。相对传统的经典计算, 量子计算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因此能更有效解决

一些经典计算机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实验上实现量子计算存在两个主要的问

题：一是由于量子体系与外部环境的无法避免的相互作用引起的量子系统退相

干；二是实验参数抖动造成的量子逻辑门保真度的降低。相比于动力学相位，

几何相位仅取决于系统量子态演化轨迹的整体属性，因此基于几何相位的量子

计算具有抵抗特定局部噪声的独特性质。在当前量子信息处理领域中，几何量

子计算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框架的基础上，本文

主要研究如何利用量子优化控制技术进一步提升传统几何量子门的性能，从而

实现高保真度和鲁棒性的几何量子计算。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基于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研究了一种非循环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新

方案。与常规的方案相比，新方案不受循环条件的限制，可以减少构造量子逻

辑门的操作时间。因此，该方案在抵抗环境退相干方面更具鲁棒性。另外，我

们探索将上述新方案应用到里德堡原子中，理论结果证明我们可以利用里德堡

原子之间的强偶极相互作用引起的大失谐来构建高保真度非平庸的两比特几何

纠缠门。 

(2)  基于非绝热和乐 (非阿贝尔几何相位) 量子计算，研究了一种可优化的

几何量子计算新方案  (NHQC+)，该方案可以同时对特定噪声保持鲁棒性。

NHQC+ 打破了以往方案对不同能级之间耦合脉冲的严格限制，因此可以将许

多成熟的最佳控制方法，如动力学解耦、复合脉冲和绝热捷径等技术结合到非

绝热几何量子门的构造中，从而进一步提高几何量子门对系统噪声的鲁棒性。

该方案可以应用于各种物理平台，例如超导、囚禁离子、金刚石色心以及里德

堡原子等。为了验证 NHQC+ 的可行性和对噪声的稳定性，我们联合实验组在

超导量子体系中进行了实验演示。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对超导能级的控制可以

实现对系统几何量子相位的精确调控，实现任意单比特鲁棒几何门。 

(3)  基于弱非线性的超导比特系统，研究了一种压制态泄露的非绝热和乐

量子计算新方法。通过利用量子优化控制技术，我们可以抑制量子比特态泄漏

到计算空间之外的态空间。与常规的基于超导比特系统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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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相比，结果表明新方案可以把几何量子门的误差压制到 0.001。此外，我们

还探索通过实验去验证该方案的对泄露误差的压制效果。 

(4)  基于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研究了一种具有时间优化的非常规几何量

子计算 (B-NHQC)。B-NHQC 利用时间优化控制技术，可以对所有非绝热和乐

量子门进行时间优化，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环境退相干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解

决传统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的局限性：即使对于小角度旋转，所有操作都能够

以完全相同的时间执行。此外，新方案还可以与复合脉冲相结合，进一步增强

了几何量子门对脉冲误差的鲁棒性。我们联合实验组，同样在超导量子体系中

演示了 B-NHQC 方案。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案对控制噪声和环境噪声的都比较

鲁棒。 

(5)  针对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缺少对全局控制误差的鲁棒性的问题，首先

研究了一个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基于超鲁棒

几何控制条件实现非绝热和乐 (几何) 量子计算。理论结果表明该方案可以显

著地提高非绝热几何量子门对实验控制误差的稳定性，并且不需要复杂脉冲序

列。此外，为了在实验上证实超鲁棒非绝热和乐计算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对全局

控制误差的鲁棒性，我们研究利用超导量子线路系统进行了实验演示。结果表

明基于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可以将全局实验控制误差压制

到四阶。 

 

关键词：量子计算；几何相位；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量子优化控制；超导量

子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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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ntum computation is a new type of computing model that uses quantum 

resources such as quantum entanglement and superposition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lassical computation, quantum computation 

has powerful computing capabilities and can more effectively solve some problems 

that are difficult to be solved by classical computers. However, there are two main 

problems with quantum computation: one i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um 

system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auses decoherence of the quantum system; 

another one is that imprecise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 reduces the fidelity of the 

quantum logic gates of quantum compu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ometric phase 

only depends on the global properties of the evolution trajectory, so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based on the geometric phase has the unique property of 

resisting certain local noise.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quantu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studies how to use quantum optimal control technolog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ulse of traditional geometric gates in the framework of non-adiabatic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so that realizes high-fidelity and robust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ing.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1) Based on non-adiabatic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a new scheme of 

non-cyclic non-adiabatic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is researched. The new 

scheme uses non-cyclic and non-adiabatic geometric phases to construct quantum 

gate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non-adiabatic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this scheme is not restricted by the cyclic conditions, so the operation 

time of constructing the non-adiabatic geometric gate can be reduced. Therefore, our 

scheme is more robust in resisting environmental decoherence. In addition, the large 

detuning process caused by the strong dipole interaction between Rydberg atoms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a non-trivial two-qubit geometric entanglement gate.  

(2) Based on non-adiabatic holonomic (non-commutative geometric phase) 

quantum computation, a new optimizable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scheme 

(NHQC+) is researched that can maintain flexibility and robustness against certain 

noise at the same time. NHQC+ breaks the strict limitations of the previous schemes 

on coupled pulses of different energy levels, so it can combine non-adiabatic 

geometric gates with most of the existing best optimal control methods such as 

dynamic decoupling, composite pulses and shortcut to adiabaticity. Therefore,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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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improve the robustness of the geometric quantum gates to different control 

errors. This scheme can be applied to various physical platforms, such as 

superconducting qubit, NV center in diamond, trapped ions, and Rydberg atoms. In 

order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the stability against noise of the NHQC+, we have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it in the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system through the joint 

experimental group. Through the control of the superconducting energy level, we can 

achieve precise control of the geometric quantum phase generated by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and realize any specified geometric quantum gate. 

(3) Based on the weakly nonlinear superconducting qubit system, a new method 

of non-adiabatic holonomic quantum computation is researched to suppress the state 

leakage. The scheme is to design experimental microwave control parameters through 

quantum optimal control technology, which can further reduce the leakage of qubit 

states to the non-computational base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non-adiabatic 

holonomic quantum computation,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our scheme can 

suppress the error of the geometric quantum gate to 0.001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In addition, we have further verified the suppressed effect of the scheme on leakage 

errors in experiment. 

(4) Based on non-adiabatic holonomic quantum computation, an unconventional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with time optimal control (B-NHQC) is researched. 

B-NHQC uses time optimal control technology to optimize the time for all non-

adiabatic holonomic quantum gates, and thus minimizing the impact of decoherence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noise. Simutaneously, it also solv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non-adiabatic holonomic quantum computation: even for small angle 

rotations, all operations are exactly performed at the same time. In addition, the new 

scheme can also combine with composite pulse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robustness of 

geometric quantum gates to pulse errors. Our joint experimental group also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 the B-NHQC scheme in the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system, and verifie the stability of the scheme to control noise and environmental 

noise. 

(5)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non-adiabatic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lacks robustness against global control error, the condition of super-robust geometric 

control is researched. On this basis, a non-adiabatic holonomic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based on the condition of super-robust geometric control is also 

researched. The schem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non-adiabatic 

geometric gate against experimental control errors and does not require complex 

pulse sequences. In addition, to verify the experimental feasibility of the 

superconducting non-adiabatic holonomic quantum computation and its robustnes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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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control error, the scheme is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experimentally in a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circuit syste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n-

adiabatic holonomic quantum gate based on the condition of super-robust geometric 

control can suppress the global experimental control error to the fourth order.  

 

Keywords: quantum computation, geometric phase, non-adiabatic holonomic 

quantum computation, quantum optimal control, superconducting qu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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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及研究目的和意义 

从算盘到通用计算机，经典计算的历史源远流长。算盘早在古代就开始使

用了，但通用计算机的雏形第一次出现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由查尔斯·巴贝奇 

(Charles Babbage) 发明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艾伦·图灵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

通用经典计算机的数学模型。但真正的通用计算机实现最早出现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从那时起，速度和内存的迅速提高为我们带来了高速运行的通用计算

机[1]。现在，经典计算机中的晶体管的大小已经达到了 7 纳米，已经缩小到了

数个电子的大小，摩尔定律即将失效。如果想要再度缩小尺寸，将达到微观世

界量子尺寸，此时宏观世界的物理规律就不起作用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微观世

界的量子力学规律。依据量子力学规律进行计算和处理信息的装置被称为量子

计算机， 量子计算机的巨大信息存储和处理能力将使任何可能的传统计算机相

形见绌。这源于单个量子系统的量子态叠加原理[2]。在量子计算机中，量子计算

的基本单元是量子比特，物理上可通过一个二能级量子体系实现，其两个能级

分别对应比特的 0 和 1 态。单比特量子逻辑门本质上可以看成是一个量子比特

的受控演化过程[3-5]。我们可以把所需传递和处理的量子信息编码到上面去。目

前，量子计算已成为了一种新的计算模型，是当前世界科技前沿的热点之一。

例如，量子计算能够在药物研发方面提供一定帮助；也将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

解新材料，如高温超导体、机器学习的新方法、人工智能、优化问题和技术中

的金融服务[6-15]。量子计算机甚至将挑战并改变我们信息交流的安全模式[16-22]。 

自 20 世纪 90 年代量子计算概念诞生以来，在操控量子比特平台方面取得

了巨大进展。其中一些量子物理实现平台如超导[23-56] 、量子点[57-85]、里德堡原

子[85-102] 、囚禁离子[103-125]、金刚石色心[126-145] 已被用来建造小型量子计算机系

统。这些物理实现量子计算的平台各有优劣，每个平台都有不同的研究机构和

公司在进行推进，但是都没取得突破性进展，所以现在研究人员无法确定最佳

物理实现方案。但是就目前而言，基于超导量子器件的量子计算技术路线，其

制备工艺和现有半导体加工技术兼容，具有较好的可扩展性；同时，操控超导

量子线路[23-56]仅需要目前很成熟的的微波电子学技术，所以又具备很好的可操

控性。因此，它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实现量子计算的技术路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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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谷歌宣称利用 53 个超导比特实现了“量子霸权” [23]，论文发表

在国际顶尖杂志《自然》上。专家评论 “这是人类首次实验演示在一个计算复

杂度被严格证明的问题上，量子计算机相较于经典计算机有着压倒性优势，因

此有着重要的里程碑式意义。”  但是谷歌此次只是将量子优势应用在某一个特

定的没有实际应用的问题上，而并不是实现通用的量子计算机。真正实用的量

子计算机需要超高的量子门操作保真度。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量子计算

不会取代经典计算。我们永远需要一台经典的计算机在量子计算机旁边运行并

控制它。至少就今天所理解的，量子计算机解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特定问题的

效率要比经典计算机高得多。 然而，这些问题不一定是我们希望在经典计算机

上运行的类型。更通俗地来说，量子计算机并不能够运行可以在经典计算机上

运行的任何算法。在一些情况下，它可能做不到比目前的经典计算机做得更好。

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量子计算机将有可能会留在云端，或

者我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大型主机类型的计算机。用这样的量子计算机可以来

解决一些问题，比如量子模拟[146-155]和量子化学问题[156-160]。 

如果需要解决更多重要问题，通用量子计算机的研制则变得尤为重要。目

前看来，通用量子计算机必须是一台具有完全纠错、完全抗错的量子计算机[161-

180]。然而，一台大规模、完全纠错量子计算机，在设计时需扩展到数千个逻辑

量子比特元，并且需要一个量子软件为基础结构，以便有效帮助程序员使用这

台计算机解决问题。这种能力需要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计算机系统来逐步实现，

这又取决于硬件、软件和算法的发展。这些计算机系统呈现 “里程碑” 式发展，

依次是小型量子计算机、基于门的高级量子计算机、基于退火的高级量子计算

机、成规模运行的量子计算机、商用量子计算机、大型模块量子计算机。但要

真正构建通用量子计算道路还是挺漫长的。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实现高保真

度带有纠错的量子逻辑门。为此，需要解决量子计算面临着的两方面的大挑战：

一方面，在整个计算过程中需要保持良好的量子相干性，而这种相干性会因为

量子体系与外部环境的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而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实现大规

模量子计算需要纠正量子程序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错误。 常规的量子逻辑门基于

对动力学相位的控制，对控制噪声非常敏感。   

为了解决上述挑战，研究者提出了许许多多方案，如利用马约拉纳零模作

为比特的拓扑量子计算[181-185]、利用绝热演化操作的绝热量子计算[186-190]以及具

有噪声鲁棒的几何量子计算[191-195]。几何量子计算相对于拓扑量子计算和绝热

量子计算有着很明显的优势：需要很少的比特和有更快的速度。几何量子计算

利用了量子态在循环演化后获得一个几何相因子或一个矩阵  (非阿贝尔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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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特性[196-200]，可以构建普适的几何量子门。几何相位一个重要性质是仅取

决于演化轨迹的整体属性。因此，基于几何相位的量子门可以抵抗特定噪声的

干扰。现今，基于几何相位的量子操控已是量子信息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

题。几何量子计算的早期应用涉及绝热演化，以避免不同本征态之间的转换。 

然而，绝热条件必然意味着冗长的量子门操作时间。因此，绝热几何量子门将

会受到环境引起的退相干性的严重限制。随后，研究者们发现，可以构造一个

具有时间独立本征态的驱动哈密顿，利用几何相因子  (非阿贝尔和乐) 去实现

几何 (和乐) 门，因此则可以非绝热地实现几何 (和乐) 量子计算。  

1.2 量子计算基础 

1.2.1 动力学相位 

我们考虑一个非简并的量子系统，该系统的动力学演化由哈密顿量 H(t)  

控制，并且满足如下本征方程： 

𝐻(𝑡)|𝑒𝑛(𝑡)⟩ = 𝐸𝑛(𝑡)|𝑒𝑛(𝑡)⟩                   (1-1) 

这里 𝐸𝑛(𝑡)  和 |𝑒𝑛(𝑡)⟩  是哈密顿量 𝐻(𝑡)  对应的本征值和本征态。假设此本征

态是时间无关的，那么通过 |𝑒𝑛⟩ 可以构建一组薛定谔方程的解 (ℏ = 1): 

|𝜓𝑛(𝑡)⟩ = 𝑒
−𝑖 ∫ 𝐸𝑛(𝑡1)𝑑𝑡1

𝑡
0 |𝑒𝑛⟩                   (1-2) 

这里的相因子表示为 

                       𝛾𝑑𝑛 ≡ ∫ 𝐸𝑛(𝑡1)𝑑𝑡1
𝑡

0
                       (1-3) 

通常被称为动力学相位。 

1.2.2 动力学量子门 

另一方面，由薛定谔方程 𝑖𝑑|𝜓𝑛(𝑡)⟩/𝑑𝑡 = 𝐻(𝑡)|𝜓𝑛(𝑡)⟩，我们可以得到时间

演化算符 𝑈(t, 0) = ∑ |𝜓𝑛(𝑡)⟩⟨𝜓𝑛(0)|𝑛 。根据公式 (1-2) 和 (1-3)，时间演化算符

在时间 t = τ 时刻可以表示为： 

               𝑈(τ, 0) = ∑ 𝑒−𝑖𝛾𝑑𝑛|𝑒𝑛⟩⟨𝑒𝑛|𝑛                    (1-4) 

为了实现量子逻辑门，我们需要把公式 (1-4) 投影到计算子空间 {|𝑛⟩}。由此量

子逻辑门可以表示为： 

𝑈(𝜏, 0) = ∑ ⟨𝑘|𝑈(𝜏, 0)|𝑙⟩|𝑘⟩⟨𝑙|𝑘,𝑙                 (1-5) 

下面，我们考虑利用一个时间无关的二能级量子系统作为一个例子，去阐述上

述动力学门的构建。该量子系统的哈密顿量 𝐻(𝑡) 在相互作用绘景框架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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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为： 

𝐻 =
1

2
Ω(cos𝜑 𝜎𝑥 + sin𝜑 𝜎𝑦)                 (1-6) 

其中，𝜎𝑥 = |1⟩⟨0| + |0⟩⟨1| 和 𝜎𝑦 = 𝑖|1⟩⟨0| − 𝑖|0⟩⟨1| 是泡利矩阵，|0⟩ 和 |1⟩ 表

示单比特量子比特态。由公式 (1-2) 和 (1-5)，我们可以得到标准的动力学门，

即 

𝑈𝑙(𝜏, 0) = ∑ 𝑒−𝑖𝐸𝑘𝜏|𝑒𝑘⟩⟨𝑒𝑘| =

𝑘=±

(
cos

Ω𝜏

2
−𝑖sin

Ω𝜏

2
𝑒−𝑖𝜑

−𝑖sin
Ω𝜏

2
𝑒𝑖𝜑 cos

Ω𝜏

2

) 

   (1-7) 

其中，本征值为 𝐸± = ±
𝛺

2
；本征态为 |𝑒±⟩ =

1

√2
(|0⟩± |1⟩)。利用公式 (1-7)，利

用动力学相位，我们可以构建任意的单比特量子门。 

1.3 几何量子计算基础 

上述通过动力学相位构建的标准动力学量子门对不精确的实验操控误差非

常敏感，因而极大地降低量子逻辑门对控制噪声鲁棒性。为解决这一问题，研

究者们提出利用几何相位去构建几何量子门，通过这些几何量子门构建的量子

计算被称为几何量子计算。在接下来的小结，我们将介绍几何量子计算的一些

基础知识。 

1.3.1 绝热和非绝热几何相位 

1.3.1.1 绝热几何相位 

 这里，考虑公式 (1-1) 中的本征态 |𝑒𝑛(𝑡)⟩ 是时间依赖的情况。如果量子

系统进行非常缓慢的演化，一个量子态初始被制备在一个瞬时本征态上 

|𝜓(0)⟩ = |𝑒𝑛(0)⟩，那么它会一直沿着这个本征态演化即 |𝜓(𝑡)⟩ ∝ |𝑒𝑛(𝑡)⟩。研究

者们给出了一个绝热条件去进一步量化上述的绝热演化过程，这个绝热条件的

形式为[191]：  

|⟨𝑒𝑚(𝑡)|�̇�𝑛(𝑡)⟩/[𝐸𝑚(𝑡) − 𝐸𝑛(𝑡)]| ≪ 1               (1-8) 

在满足绝热条件情况下，我们同样利用 |𝑒𝑛(𝑡)⟩ 可以构建一组薛定谔方程的解： 

|𝜓𝑛(𝑡)⟩ = ∑ 𝜆𝑛(𝑡)exp[−𝑖 ∫ 𝐸𝑛(𝑡1)𝑑𝑡1
𝑡

0
]|𝑒𝑛(𝑡)⟩𝑛            (1-9) 

 

由薛定谔方程，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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𝜆𝑛(𝑡) = 𝑖 [∫ ⟨𝑒𝑛(𝑡1)|�̇�𝑛(𝑡1)⟩𝑑𝑡1
𝑡

0
]               (1-10) 

这里的相因子 

 𝛾𝑔 ≡ 𝑖 ∫ ⟨𝑒𝑛(𝑡1)|�̇�𝑛(𝑡1)⟩𝑑𝑡1
𝑡

0
                   (1-11) 

称为绝热几何相位。如果演化是循环的，即 |𝑒𝑛(0)⟩=|𝑒𝑛(𝜏)⟩，我们可以得

到  

 𝛾𝑔 = 𝑖 ∮ ⟨𝑒𝑛(𝑡)|�̇�𝑛(𝑡)⟩𝑑𝑡
𝜏

0
                     (1-12) 

这里的几何相位又被大家称为贝里相位[191]。 

在贝里相位被提出来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波函数的相位可以被吸收掉，

而不影响波函数的概率，因此不具备有可观测效应。实际上与不同本征态经过

一个量子演化过程获得几何相位一般不同，这样的相对几何相位是有观测效应

的。  

1.3.1.2 非绝热几何相位 

由于绝热条件的满足需要量子演化的时间很长，所以系统对环境噪声特别

敏感。为解决这个问题，Y. Aharonov 和 J. Anandan 在 1987 年提出了非绝热几

何相位概念[192]。在非绝热几何相位的框架里，考虑一组特殊的辅助态 {|𝜙𝑘(𝑡)⟩}，

仅与满足薛定谔方程的量子态 |𝜓𝑘(𝑡)⟩ 差了一个相位，即： 

|𝜓𝑘(𝑡)⟩ = 𝑒
𝑖𝑓𝑘(𝑡)|𝜙𝑘(𝑡)⟩                     (1-13) 

由薛定谔方程，我们可以得到： 

 𝑓𝑘(𝑡) = 𝑖 ∫ ⟨𝜙𝑘(𝑡1)|�̇�𝑘(𝑡1)⟩
𝑡

0
𝑑𝑡1 − ∫ ⟨𝜙𝑘(𝑡1)|𝐻(𝑡1)|𝜙𝑘(𝑡1)⟩

𝑡

0
𝑑𝑡1      (1-14)       

这里公式 (1-14) 中的第一部分被称为非绝热几何相位又叫 A-A 相位，即 

 𝛾𝑔𝑘 ≡ 𝑖 ∫ ⟨𝜙𝑘(𝑡1)|�̇�𝑘(𝑡1)⟩
𝑡

0
𝑑𝑡1                    (1-15) 

公式 (1-14) 中的第二部分是动力学相位 

 𝛾𝑑𝑘 ≡ ∫ ⟨𝜙𝑘(𝑡1)|𝐻(𝑡1)|𝜙𝑘(𝑡1)⟩
𝑡

0
𝑑𝑡1                 (1-16) 

非绝热的 A-A 相位和绝热的贝里相位的不同点在于：(1) 两者定义的参数

演化态不同，A-A 相位定义在一组与薛定谔方程的解相差一个相位因子，而贝

里相位定义在瞬时本征态下；(2) 贝里相位需要去满足绝热条件，而 A-A 相位

不受绝热条件的限制。 

1.3.2 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 

类似于动力学相位门，利用几何相位可以构建几何量子门从而实现几何量

子计算[197-199]。接下来将讨论如何利用非绝热几何相位来实现非绝热几何量子



哈尔滨工业大学理学博士学位论文 

- 6 - 

 

计算。假设量子系统的初始比特态制备在 

|𝜓(0)⟩ = ∑ 𝑐𝑛|𝑛⟩ = ∑ 𝑐𝑛|𝜙𝑛(0)⟩𝑛𝑛                    (1-17) 

这里初始边界 𝑎𝑘 = ∑ 𝑐𝑛⟨𝜙𝑘(0)|𝑛⟩𝑛 。在哈密顿量控制下，辅助态 {|𝜙𝑘(𝑡)⟩ } 经

过一个循环演化 |𝜙𝑘(0)⟩ = |𝜙𝑘(𝜏)⟩，我们可以得到 

|𝜓(𝜏)⟩ = 𝑈(𝜏, 0)|𝜓(0)⟩ = ∑ 𝑐𝑛𝑒
𝑖( 𝛾𝑔𝑛+ 𝛾𝑑𝑛)|𝜙𝑛(0)⟩𝑛        (1-18) 

由上述公式可以得到在 𝑡 = 𝜏 时刻的时间演化算符 

𝑈(𝜏, 0) = ∑ 𝑒𝑖( 𝛾𝑔𝑛+ 𝛾𝑑𝑛)|𝜙𝑛(0)⟩⟨𝜙𝑛(0)|𝑛                (1-19) 

同样的，为实现非绝热几何量子门，我们把时间演化算符投影到计算比特空间

并且要求动力学相位的积累消失： 

 𝛾𝑑𝑛 = ∫ ⟨𝜙𝑘(𝑡)|𝐻(𝑡)|𝜙𝑘(𝑡)⟩
𝜏

0
𝑑𝑡 = 0                (1-20) 

由此，非绝热几何量子门被实现，具体表示为 

𝑈𝑙(𝜏, 0) = ∑ ⟨𝑘|𝑈(𝜏, 0)|𝑛⟩|𝑘⟩⟨𝑛|𝑘,𝑛                 (1-21) 

相比于 1.2.2 部分的动力学门，这里非绝热几何量子门仅依赖于非绝热几何相位 

𝛾𝑔𝑛，因此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对于特定的局域噪声有很好的鲁棒性。 

1.3.3 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2012 年山东大学仝殿民及其合作者提出利用非绝热和乐[201-202] (非对易几

何相位)来构建几何量子门，这种方法构建的几何量子计算被称作非绝热和乐量

子计算[203-213]。与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不同的是，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不仅几何

相位受几何路径保护，而且产生几何相位的参数态也受保护。具体的说，他们

是把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从依赖于阿贝尔几何相位情况推广到非阿贝尔。考虑

一个 N 维量子系统，系统演化由哈密顿量 𝐻(𝑡) 控制。假设存在一个 L 维的计

算比特空间 S(t)。在 S 空间，类似于阿贝尔情况，我们同样考虑一组满足薛定

谔 方 程 的 态  {|𝜓𝑙(𝑡)⟩ } 用 另 外 一 组 辅 助 态  {|𝜙𝑘(𝑡)⟩ } 展 开 ， |𝜓𝑙(𝑡)⟩ =

∑ 𝐶𝑙𝑘(𝑡)𝑙 |𝜙𝑙(𝑡)⟩。这里 {|𝜙𝑙(𝑡)⟩} 满足边界条件和平行输运条件，即: 

|𝜙𝑙(0)⟩ = |𝜙𝑙(𝜏)⟩ = |𝜓𝑙(0)⟩                   (1-22a) 

⟨𝜙𝑙(𝑡)|𝐻(𝑡)|𝜙𝑚(𝑡)⟩ = 0, 𝑙,𝑚 = 1,… , 𝐿          (1-22b) 

把 |𝜓𝑙(𝑡)⟩ 代入薛定谔方程并联合公式 (1-22a) 和 (1-22b)，可以得到 

𝑈𝑙(𝜏, 0) ≡ 𝐶(𝜏) = 𝑷𝑒
𝑖 ∮𝑨𝑑𝑡                   (1-23) 

这里 𝐴𝑙𝑚(𝑡) = 𝒊⟨𝜙𝑙(𝑡)|�̇�𝑚(𝑡)⟩，𝑷 是路径顺序算符。实际上，公式 (1-23) 表示

在计算基空间的一个非绝热和乐矩阵，而且仅与演化的路径有关。利用公式 (1-

23) 可以实现非绝热和乐量子门操作，通过合适的选择系统的哈密顿量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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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单比特和两比特和乐量子门，从而构建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1.4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84 年，布里斯托大学的 Berry 提出了一种绝热循环的量子几何相位 (贝

里相位)，这种相位与传统的动力学相位不同，并不依赖于一些控制参数而仅和

其演化的路径有关。贝里相位被发现不久，加州理工学院的 Simon 指出几何相

位可以看作量子参量被平行输运后所产生的和乐 (矢量沿着参数空间一条封闭

曲线上的平行输运; 在完成一个循环演化后，该矢量回到其初始时刻的状态但

是会获得一个额外的相位因子)。1987 年，南卡罗莱纳大学的 Aharonov 和

Anandan 提出在非绝热演化情况下的量子几何相位 (A-A 相位)，这个理论为以

后实现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1988 年 Anandan 把非绝热几何相位从

阿贝尔情况推广的非阿贝尔情况，在非阿贝尔情况下的几何相位不再是一个实

数，而是一个矩阵 (非阿贝尔和乐)，它是构造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的关键要素。 

2001 年和 2002 年，清华大学的王向斌和华南师范大学的朱诗亮分别提出

了如何利用 A-A 相位去构建非绝热的几何量子门，并给出依据 NMR 和超导系

统的物理实现方案[197]。为了实现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他们需要用自旋回波技

术或者选择特殊路径去完全消除动力学相位从而保证几何量子门的鲁棒性。

2002 年，朱诗亮和香港大学的汪子丹提出一种新的几何量子新方案即非常规几

何量子计算[198]，新方案不再需要消除动力学相位的积累而仅需要动力学相位和

几何相位的比值一个常数即可，从而降低了实验的难度。2006 年，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杜江峰组首次用 NMR 系统实现了非常规几何量子计算方案[199]。 

2012 年，山东大学仝殿民组和乌普萨拉大学 Sjöqvist 组提出利用非绝热非

阿贝尔几何相位去实现量子门从而实现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201-202]。相比于绝

热和乐量子计算，非绝热情况可以极大的减少量子门的演化时间，因此可以减

少环境噪声的影响。2013 年，清华大学龙桂鲁组和 Filipp 组分别在 NMR 系统

和超导比特系统成功的演示了非绝热和乐量子门方案。随后，清华大学的段路

明组、孙麓岩组、浙江大学尹艺组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彭新华组也分别在

金刚石色心系统[207-209]、超导系统[216-221]以及 NMR 系统[222]再次实验实现了非

绝热和乐量子门，展示几何量子计算的可行性，也进一步验证了几何量子的可

扩展性，即可以在各种量子计算实验平台上进行实现。另一方面，非绝热和乐

量子计算方案也被理论推广到单圈和单射演化去实现通用的单比特量子门。为

了进一步抑制环境噪声的影响，研究者们提出把非绝热和乐计算与无消相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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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编码结合的方案[223-247]。最近我们发现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和非绝热和乐

量子计算实现方案[248-255]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1) 现有的非绝热和乐几何方案对实验不完美导致的控制误差非常敏感。 

(2) 现有的方案对系统控制哈密顿量要求比较严格，因此和其它量子优化

控制技术结合比较困难。 

(3) 对于非绝热和乐和几何量子计算方案，即使是小角度几何相位旋转，量

子操作也将以完全相同的时间执行，因此现有方案的几何量子门的操作时间并

不是最优的。 

到目前为止，解决上述问题的几何量子计算的方案很少，所以可以相信在

非绝热和乐和几何这两个方向仍然有广阔的前景。 

1.5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以非绝热几何(和乐)量子计算为

基础去寻找一些几何量子计算优化的新方案，进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几何量子门

对不同类型噪声鲁棒性。具体研究内容为： 

(1) 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已经被用于构造快速而鲁棒的量子门。但是，由于

循环演化条件的限制，传统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的所有门的演化时间完全相同，

不管我们旋转的角度是多大。在第二章中，我们提出一种基于非常规几何相位

的非绝热非循环几何量子计算新方案。新方案利用非循环几何相位构造任意单

比特和两比特几何量子门。该方案可以加速非绝热几何量子门速度，因此可以

减少环境退相干的影响。此外，这种可扩展方案可以应用于各种量子平台，例

如超导量子位和里德堡原子系统。 

(2) 为了解决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对控制耦合脉冲的限制以及提高几

何量子门对实验控制误差的稳定性。在第三章中，我们提出一种基于逆向设计

脉冲的几何量子计算的一般方案。新方案不再要求量子系统的动力学相位每时

每刻都消失，而是整个演化过程中积累的动力学相位之和为零。在新的条件下，

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可与优化控制理论相结合更加容易。同时，在超导系统中

通过对比特能级的调节，我们对新方案进行了成功演示，实验结果验证了我们

的方案的可行性和稳定性。 

(3) 由于超导系统没有类似自然原子那样能级跃迁选择定则，因而能级之

间的跃迁仅取决控制场的频率和比特能级间的频率。另一方面，对于 Transmon

这种超导比特相邻能级之间的频率差 (非线性) 较小，因此在进行量子演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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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量子比特态容易泄露到非计算基空间，从而降低非绝热和乐量子门保真

度。在第四章中，我们提出一种基于量子优化控制技术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通过优化实验微波操控参数来减少量子比特态泄漏到计算基外的目的。实验和

数值结果表明该方案的对泄露误差有很好的压制效果。 

(4) 类似于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情况，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也有相同

的时间局限性：即使对于小角度旋转，所有操作都以完全相同的时间执行。在

第五章中，为解决这个限制，我们提出一种具有时间内优化的非常规和乐量子

计算新方案。新方案通过时间优化控制技术与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相结合，

可以以最优时间构造所有量子门。同样的，我们在超导量子体系中成功演示了

时间优化的非常规几何量子计算，验证了新方案的优势如对控制噪声和环境噪

声的稳定性。此外， 新方案也可以应用到许多的量子计算物理实现平台，如囚

禁离子，金刚石色心以及里德堡原子等。 

(5) 在实验控制误差的鲁棒性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和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并不比标准动力学门有明显的优势[215]。另一方面，可优

化的非绝热和乐计算虽然对实验控制误差比较鲁棒，但需要的实验脉冲比较复

杂，因此实验上并不容易实现。在第六章中，我们提出一种基于超鲁棒几何控

制条件的非绝热几何量子调控的一般理论。为阐述新方案，我们给出了两个例

子，分别在二能级和三能级系统实现超鲁棒非绝热和乐量子门和几何量子门。

数值结果表明，与现有的非绝热几何方案和标准动力学方案相比，我们的方案

可以显著提高门的鲁棒性，且与理论结果吻合较好。此外，这种基于超鲁棒几

何控制条件的非绝热几何量子调控可以方便地应用于各种物理平台。最后，我

们在超导量子比特系统中成功验证了基于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的非绝热和乐单

比特和两比特对控制噪声和环境噪声的稳定性。 

在论文的最后一章，是对工作的总结和对几何量子计算这个领域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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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里德堡非绝热非循环几何量子计算 

2.1 引言 

2017 年，山东大学仝殿民及其合作者提出一个利用二能级系统去实现任意

单比特的非绝热几何量子门。他们把朱诗亮和汪子丹 2002 年的方案从失谐情况

推广到了共振模型，并且在里德堡原子系统中给了一个具体实验实现的方案。

在此方案中，量子系统哈密顿量表示为 𝐻(𝑡) =
Ω(𝑡)

2
𝑒−𝑖𝜑|0⟩⟨1| + ℎ. 𝑐.。为实现非

绝热几何量子门，脉冲振幅 Ω(𝑡) 和相位 φ(𝑡) 在演化过程满足以下公式： 

∫ Ω(𝑡)𝑑𝑡 = 휃，𝜑 = 𝜑0 − 𝜋/2 
𝜏1

0
                  (2-1a) 

∫ Ω(𝑡)𝑑𝑡 = 𝜋，𝜑 = 𝛾 + 𝜑0 + 𝜋/2
𝜏2

𝜏1
               (2-1b) 

∫ Ω(𝑡)𝑑𝑡 = 𝜋 − 휃，𝜑 = 𝜑0 − 𝜋/2
𝜏

𝜏2
                (2-1c) 

这里 θ 和 𝛾 是两个常数。在上述条件下，可以得到非绝热几何量子门： 

𝑈(𝜏, 0) = cos 𝛾 + 𝑖 sin 𝛾 ( cos 휃 sin 휃𝑒−𝑖𝜑0

sin 휃𝑒−𝑖𝜑0 −𝑐𝑜𝑠휃
)         (2-2) 

最近，浙江大学尹艺组及其合作者、清华大学孙麓岩组及其合作者分别在

超导量子系统中成功实现演示了上述方案。实验给出单比特和两比特随机测试

门保真度分别为 0.9977 和 0.977，实验还进一步验证了某些特定门对实验控制

振幅误差和频率误差的稳定性。然而，上述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方案受到循环

演化条件的限制，不管几何旋转的角度是多大，所有门的演化时间完全相同。

因此，对于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来说，其量子门的演化时间并不是最短的。 

对于这一问题，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一种非绝热非循环几何量子计算新方

案。新方案利用非循环几何相位构造任意单比特和两比特的几何量子门。该方

案可以加速非绝热几何量子门速度，因此可以减少环境退相干的影响。 

2.2 物理模型与哈密顿量 

在这一节中，我们给出非绝热非循环几何量子计算的物理模型和相应的哈

密顿量。如图 2-1 (a) 所示，我们对一个 133Cs 原子进行磁场不敏感的 “时钟” 状

态编码 |0⟩ = |6𝑆1/2, 𝐹 = 3,𝑚𝐹 = 0⟩ 和 |1⟩ = |6𝑆1/2, 𝐹 = 4,𝑚𝐹 = 0⟩，同时利用拉

比频率为 Ω(t)，相位为 φ(t) 的脉冲实现二能级系统 |0⟩ ↔ |1⟩ 共振跃迁。该系

统的哈密顿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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𝐻(t) =
𝜔0

2
𝜎𝑧 + Ω(𝑡) cos(𝜔0𝑡 + 𝜑)                (2-3) 

这里 𝜔0  表示相应的转移能量。在旋转波近似和相互作用框架下，哈密顿量 

𝐻(𝑡) 化简为 

𝐻(𝑡) =
1

2
(

0 Ω(𝑡)𝑒−𝑖𝜑

Ω(𝑡)𝑒𝑖𝜑 0
)                  (2-4)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时间演化算符  U(𝑡, 0)  表示为：U(𝑡, 0) = 𝒯𝑒∫ 𝐻(𝑡′)𝑑𝑡′
𝑡
0 =

∑ |𝜓𝑚(𝑡)⟩⟨𝜓𝑚(0)|
𝑚=2
𝑚=1 ，其中 |𝜓𝑚(𝑡)⟩ = 𝒯𝑒

∫ 𝐻(𝑡′)𝑑𝑡′
𝑡
0 |𝜓𝑚(0)⟩ 是由薛定谔方程所决

定。  在每时每刻，我们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组正交完备基矢  {|𝜙𝑚(𝑡)⟩}  并且 

|𝜙𝑚(𝑡)⟩  满足公式 (1-13)。注意这里为了实现非循环几何量子计算，边界条件 

|𝜙𝑚(0)⟩ = |𝜙𝑚(𝜏)⟩ 一般是不满足的。 

2.3 非绝热非循环几何量子计算 

2.3.1 构造单比特几何量子门 

这里为了实现单比特几何量子门的构造，我们设辅助态为 |𝜙1(𝑡)⟩ =

(cos
𝜒

2
𝑒−𝑖

𝜂

2 , sin
𝜒

2
𝑒𝑖
𝜂

2)
𝑇

和 |𝜙2(𝑡)⟩ = (sin
𝜒

2
𝑒−𝑖

𝜂

2 , −cos
𝜒

2
𝑒𝑖
𝜂

2)
𝑇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𝜓1(𝑡)⟩ = 𝑒
𝑖𝑓1(𝑡) (cos

𝜒

2
𝑒−𝑖

𝜂

2 , sin
𝜒

2
𝑒𝑖
𝜂

2)
𝑇

              (2-5a) 

|𝜓2(𝑡)⟩ = 𝑒
𝑖𝑓2(𝑡) (sin

𝜒

2
𝑒−𝑖

𝜂

2 , −cos
𝜒

2
𝑒𝑖
𝜂

2)
𝑇

             (2-5b) 

把公式 (2-5a)，公式 (2-5b) 以及公式 (2-4) 代入薛定谔方程，可以得到脉冲驱

动振幅和相位满足的微分方程如下： 

Ω(𝑡) = �̇�/ sin(𝜑 − 휂)，𝜑(𝑡) = 휂 − tan−1(�̇�/ 휂̇tan 𝜒)           (2-6) 

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到辅助态演化得到的整体相位 

𝑓𝑖(𝑡) = ∫ 𝑖⟨𝜙𝑖(𝑡1)|�̇�𝑖(𝑡1)⟩𝑑𝑡1
𝑡

0
− ∫ ⟨𝜙𝑖(𝑡1)|𝐻(𝑡)|𝜙𝑖(𝑡1)⟩𝑑𝑡1

𝑡

0
        (2-7) 

公式 (2-7) 的第一部分表示非绝热几何相位 (A-A 相)，第二部分表示动力学相

位。把公式 (2-6) 代入公式 (2-7) 则有： 

𝛾𝑔1 = −𝛾𝑔2 = ∫
�̇�

2
cos 𝜒 𝑑𝑡1

𝑡

0
                       (2-8a) 

𝛾𝑑1 = −𝛾𝑑2 = −∫
Ω

2
sin 𝜒 cos(𝜑 − 휂) 𝑑𝑡1

𝑡

0
              (2-8b)                                                                                                         

实际上几何相位 𝛾𝑔1  是由轨迹和与起点和终点相连的测地线围成的立体角的

一半给出，如图 2-1 (b) 所示。为实现演化量子门是纯几何的，我们令 𝜑 − 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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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我们方案实现的示意图。(a) 利用拉比频率为 Ω(t)，相位为 ϕ(t) 的脉冲实现二能

级系统 |0⟩ ↔ |1⟩ 共振跃迁。(b) 非循环几何量子计算的概念解释。非循环几何相位由轨

迹 AB (A'B') 和连接起点和终点的测地线 BA (B'A') 包围的立体角的一半给出。 

Fig. 2-1 The illustration of our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a) The two-level energy structure is 

resonantly driven by a laser pulse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s of |0⟩ ↔ |1⟩ with the Rabi 

frequency Ω(t) and phase ϕ(t). (b) Conceptual explanation for noncyclic geometric quantum 

operation. Noncyclic geometric phase is given by half the solid angle enclosed by the trajectory 

AB (A'B') and the geodesic BA (B'A') connecting the initial and final points.  

 
𝜋

2
 去擦除整个演化过程累积的动力学相位，也就是： 

𝛾𝑑1 = −∫ ⟨𝜙1(𝑡)|𝐻(𝑡)|𝜙1(𝑡)⟩𝑑𝑡 = 0
𝜏

0
                 (2-9) 

由此，时间演化算符可以表示为： 

𝑈(𝜏, 0) = 𝑒𝑖𝛾|𝜙1(𝜏)⟩⟨𝜙1(0)| +𝑒
−𝑖𝛾|𝜙2(𝜏)⟩⟨𝜙2(0)|           (2-10) 

其中 𝛾 ≡ 𝛾𝑔1。把时间演化算符投影到 {|0⟩, |1⟩} 空间，我们得到非循环几何量

子门表示为： 

𝑈(𝛾, 𝜒±, 휂±) = [
𝑒−𝑖

𝜂−
2 (𝑋2𝛾,𝜒− + 𝑖𝑌2𝛾,𝜒+) 𝑒−𝑖

𝜂+
2 (𝑖𝑍2𝛾,𝜒+ − 𝑖𝑌𝜒−,2𝛾)

𝑒𝑖
𝜂+
2 (𝑖𝑍2𝛾,𝜒+ − 𝑖𝑌𝜒−,2𝛾) 𝑒𝑖

𝜂−
2 (𝑋2𝛾,𝜒− − 𝑖𝑌2𝛾,𝜒+)

]   (2-11) 

这里 𝑋𝑎,𝑏≡ cos
𝑎

2
cos

𝑏

2
，𝑌𝑎,𝑏≡ sin

𝑎

2
cos

𝑏

2
，𝑍𝑎,𝑏≡ sin

𝑎

2
sin

𝑏

2
，𝜒± = χ(τ) ± χ(0) 和 

휂± = η(τ) ± η(0)。为了进一步说明几何旋转，𝑈(𝛾, 𝜒±, 휂±) 方便地表示为 (忽略

全局相位) 为： 

𝑈(휃, 𝛼, 𝛽) = 𝑍𝛽𝑋𝜃𝑍𝛼                   (2-12) 

其中 휃 ≡ sin−1 (√𝑍2𝛾,𝜒+
2 + 𝑌𝜒−,2𝛾

2 ), 𝛼 = − tan−1 (
𝑌2𝛾,𝜒+

𝑋2𝛾,𝜒−
) − tan−1 (

𝑍2𝛾,𝜒+

𝑌2𝛾,𝜒−
) +

𝜂−−𝜂+−𝜋

2
 

和 𝛽 = − tan−1 (
𝑌2𝛾,𝜒+

𝑋2𝛾,𝜒−
) + tan−1 (

𝑍2𝛾,𝜒+

𝑌𝜒−,2𝛾
) +

𝜂−+𝜂+𝜋

2
  是绕着布洛赫球上 𝑋  和 𝑍  轴

的旋转角。因此通过调节 η，𝜒 的初末值和几何相位 𝛾，我们可以实现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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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𝑈(2) 的旋转操作。例如，我们可以实现几何 𝑈1 (
𝜋

2
, −

𝜋

2
, 0) 和 𝑈2 (

𝜋

2
,
𝜋

2
,
𝜋

2
) (𝐻

门 ) 通 过 设 置 参 数 {𝛾 =
𝜋

4
, 𝜒+ = 0, 𝜒− = 𝜋, η± = ∓

𝜋

2
} 和 {𝛾 =

𝜋

4
, 𝜒+ =

𝜋

2
, 𝜒− =

−
3𝜋

2
, η± = ∓

𝜋

2
}。 

为了物理实现非循环几何量子门，我们采取一种简单参数设定：𝜒(𝑡) =

Ω0𝑡 − 𝜒0，휂(𝑡) = 𝜙1𝜖(𝑡) + 𝜙0，其中 𝜖(𝑡) 是阶跃函数，满足 𝜖 = 0，𝑡 ∈ (0,
𝜒0

Ω0
) 

和 𝜖 = 1，𝑡 ∈ (
𝜒0

Ω0
, 𝜏)；Ω0，𝜒0，𝜙0 和 𝜙1 都是常数。 根据上述参数设定，可

以 得 到 휂+ = 𝜙1 + 2𝜙0 ， 휂− = 𝜙1 ， 𝜒+ = Ω0 𝜏 − 2𝜒0  和  𝜒− = Ω0𝜏。 对 于 

𝑈1 (
𝜋

2
, −

𝜋

2
, 0)，选取 𝜒0 = 𝜋/2，𝜙0 = −𝜋/2，𝜙1 = 𝜋/2，𝜏 = 𝜋/Ω0，相应的微波

振幅 Ω(𝑡) 和相位 𝜑(𝑡) 如 2-3 (a) 所示。相比于常规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我

们的非绝热非循环几何量子计算方案可以把实现 𝑈1 的时间缩短一半。 

2.3.2 构造两比特几何量子门 

在本节中，我们用类似于单比特几何量子门的脉冲来实现没有阻塞误差的

非平庸两比特里德堡几何量子门。这里我们选择里德堡态为 |𝑅⟩ = |61𝑆1/2⟩。两

比特量子门实现的基本过程如图 2-2 所示，其中控制原子是共振相互作用而目

标原子是大失谐相互用。所需的三个步骤如下： 

第一步：打开控制原子的激光，其哈密顿量为， 

𝐻𝑐 =
Ω1(𝑡)

2
|1⟩⟨𝑅| + 𝐻. 𝑐.                     (2-13) 

这里 Ω1(𝑡) = |Ω1(𝑡)|𝑒
𝑖𝜑1(𝑡)。我们令 𝜑1(𝑡) = 0 并且∫Ω1(𝑡)𝑑𝑡 = 𝜋。 

第二步：关闭控制原子激光并且打开目标原子上拉比频率为  Ω𝑃(𝑡)  和 

Ω𝑆(𝑡) 的激光。系统的哈密顿量为： 

𝐻𝑐 = Δ|𝑅⟩⟨𝑅| +
1

2
[Ω𝑆(𝑡)|0⟩ + Ω𝑃(𝑡)|1⟩]⟨𝑅| + 𝐻. 𝑐.     (2-14) 

其中 Ω𝑃(𝑡) = |Ω𝑃(𝑡)|𝑒
𝑖𝜑𝑃(𝑡) 和 Ω𝑆(𝑡) = |Ω𝑆(𝑡)|𝑒

𝑖𝜑𝑆(𝑡)。除此之外，里德堡原子之

间的强偶极相互作用哈密顿量为： 

𝐻𝑉 = V|𝑅𝑅⟩⟨𝑅𝑅|                       (2-15) 

可以控制原子是否激发为条件。为了简便，|𝑚𝑛⟩⟨𝑚𝑛| 代表 |𝑚⟩⟨𝑚|⨂|𝑛⟩⟨𝑛| 的缩

写。因此，根据控制原子是激发还是未激发，动力学过程可分别分为图 2-2 (a) 

和图 2-2 (c) 中的两种情况。图 2-2 (b) 中的有效哈密顿量可以表示为： 

𝐻eff,1 = Ωeff,1|00⟩⟨01|/2 + 𝐻. 𝑐.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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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a) 以单原子为基础的非常规里德堡阻塞两比特量子控制门的示意图。V 代表里

德堡原子之间的强偶极相互作用。|R⟩ 表示里德堡态。对于控制原子，在第一(三) 步

中，基态 |1⟩ 通过双光子过程和拉比频率为 Ω1 (Ω3) 的脉冲耦合里德堡量子态 |R⟩。对

于目标原子，在第二步中，基态 |0⟩ (|1⟩) 通过失谐量为 Δ 的双光子过程和拉比频率为 

ΩS (ΩP)  的脉冲耦合里德堡量子态 |R⟩。(b) 存在里德堡原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第

二步的动力学过程。 (c) 在没有里德堡原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第二步的动力学过

程。 对于常规阻塞，(b) 中的动力学过程是共振的，而 (c) 中的动力学过程是失谐的，

并且当满足大失谐条件 V≫ΩS,P 时，动力学过程总是忽略，这被称为 “里德堡阻塞”。 

但是，在我们的方案中，(b) 和 (c) 中的两个动力学过程都用于构建量子门，因此我们将

其称为 “非常规里德堡阻塞”。 在我们的方案中，与传统的里德堡阻塞相比，动力学过

程可能更准确，因为我们不会忽略里德堡原子之间相互作用诱导的 “阻塞” 所引起的过

程。 

Fig. 2-2 (a) Illustration of the two-qubit quantum-controlled gate based on unconventional 

Rydberg blockade with single-atom basis. V denotes the RRI strength. |R⟩ denotes the Rydberg 

state. For control atom, |1⟩ is coupled with |R⟩ through two-photon process with Rabi 

frequency Ω1 (Ω3) in step (i) [(iii)]. For target atom, |0⟩ (|1⟩) is coupled with |R⟩ with Rabi 

frequency Ω𝑆 (Ω𝑃) and detuning Δ via two-photon process in step (ii). (b) Dynamical process 

of step (ii) under two-atom basis in the presence of RRI. (c) Dynamical process of step (ii) 

under two-atom basis in the case without RRI. For conventional blockade, the dynamical 

process in (b) is resonant while in (c) is detuned by V and the dynamical process is always 

ignored when the large detuning condition V ≫ Ω𝑆(𝑃) is satisfied, which is known as “Rydberg 

blockade”. However, in our scheme, both dynamical processes in (b) and (c) are us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ate, we thus call it “unconventional Rydberg blockade”. In our scheme, the 

dynamical process may be more accurate in contrast to the conventional Rydberg blockade 

since we do not ignore the process induced by RRI-induced “blockade” terms. 

 

这里 Ωeff,1 = ΩSΩ𝑃
∗ /2Δ。当 ΩS = ΩP 时，斯塔克位移是消失的。类似的，有效

哈密顿量在图 2-2 (c) 中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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𝐻eff,2 = Ωeff,2|𝑅0⟩⟨𝑅1|/2 + 𝐻. 𝑐.                    (2-17) 

其中 Ωeff,2 = ΩSΩ𝑃
∗ /2(Δ + V)。当 ΩS = ΩP 时，斯塔克位移也是消失的。 公式 

(2-16) 和 (2-17) 是类似于 (2-4)。因此，我们可以用类似的脉冲去构建非循环

非绝热几何操作。也就是，在第二步，选择合适的参数可以得到如下操作： 

𝑈2 = |0⟩𝑐⟨0|⨂𝑈(휃1, 𝛼1, 𝛽1) + |𝑅⟩𝑐⟨𝑅|⨂𝑈(휃2, 𝛼2, 𝛽2)        (2-18) 

第三步：关闭目标原子激光并且同时打开控制原子上拉比频率为Ω3(𝑡)的激

光。如果 |Ω3(𝑡 − 𝑡2 − 𝑡1)| = |Ω1(𝑡)|， 这里 𝑡2 (𝑡1) 表示在第一 (二) 步的演化

时间，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系统的时间演化算符为： 

𝑈 = |0⟩𝑐⟨0|⨂𝑈(휃1, 𝛼1, 𝛽1) + |1⟩𝑐⟨1|⨂𝑈(휃2, 𝛼2, 𝛽2)         (2-19) 

因此，一般地，公式 (2-19) 代表两比特纠缠门只要 𝑈  在子空 {|00⟩, |01⟩} 和 

{|10⟩, |11⟩} 是不同的。当 휃1 =
𝜋

2
，𝛼1 =

𝜋

2
，𝛽1 =

𝜋

2
 和 Δ = 𝑉，我们可以得到两

比特纠缠门，其矩阵形式为： 

𝑈 = (
𝑈𝐴 0
0 𝑈𝐵

)                       (2-20) 

这里，𝑈𝐴 = (
0 𝑖
−𝑖 0

) 和 𝑈𝐵 =
𝑒𝑖𝜋/4

√2
(
1 1
1 −𝑖

)。因此，在单比特几何量子门和几何

两比特的帮助下，我们的方案可以实现通用的几何量子计算。 

2.4 数值模拟和分析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数值模拟非循环非绝热几何量子门的性能和鲁棒性。

由于不可避免的环境噪声会导致量子系统退相干，为此可以使用量子主方程来

模拟 𝑈1 门的性能。在我们的数值模拟中，使用了以下实验参数，相应的脉冲

波形如图 2-3 (a) 所示。 这里设置拉比频率，衰减和退相位分别为：Ω0 = 2𝜋 ×

6.25 kHz，𝛾1 = 2Ω0 × 10
−4  和  𝛾2 = 2Ω0 × 10

−3。假设量子系统初态制备在 

|𝜓(0)⟩ = |0⟩，时间相关的态保真度被定义为 𝐹 = |⟨𝜓𝐼|𝜓(𝜏)⟩|。 在图 2-3 (b) 和

2-3 (c)，画出了常规的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 (NGQC) 和非循环非绝热几何量子

计算 (NNGQC) 𝑈1  门演化过程的态布局数和保真度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图形。

数值结果显示，在 t = τ  时刻，NGQC 和 NNGQC 𝑈1  门的态保真度分别为

99.75% 和 99.87%。另外，我们也调查了 NGQC 和 NNGQC 的 𝑈1 门保真度

𝐹 =
1

2𝜋
∫ ⟨𝜓𝐼|𝜌|𝜓𝐼⟩𝑑Θ
2𝜋

0
， 通过设置初态为 |𝜓(0)⟩ = sinΘ|0⟩ + cos Θ|1⟩。 从图 2-

3 (d) 可以得到，相比于传统的 NGQC 方案，NNGQC 的门保真度误差可以减

少 50%。为了评估两比特几何纠缠门的性能， 我们使用以下现有实验参数：

Ω0 = Ω1 = 2𝜋 × 10MHz 和 Δ ≈ 17Ω0。 这里脉冲 Ω𝑆(𝑡)，Ω𝑃(𝑡) 由公式 (2-6)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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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a) NNGQC 和 NGQC 方案实现 𝑈1 的脉冲拉比振幅 Ω(t) 和相位 ϕ(t)。在初态

为 |0⟩ 的情况下，(b) NNGQC 和 (c) NGQC 方案的态布局数和保真度。(d) 𝑈1 门保真

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Fig. 2-3 (a) The Rabi frequency Ω(t) and phase ϕ(t) of 𝑈1 gate for NNGQC and NGQC. State 

population and state fidelity of (b) NNGQC and (c) NGQC with the initial state being |0⟩. (d) 

Gate fidelity of 𝑈1 as a function of t/τ (t/2τ). 

 

定。 在图 2-4 (a) 中，画出了非循环两比特几何纠缠门的布局数和保真度随时

间变化情况。另外，我们也调查了非循环两比特几何纠缠门误差 (1 − 𝐹) 随着

里德堡量子态的衰减和退相位参数变化的情况，结果如 2-4 (b) 所示。现在，我

们开始展示非循环几何方案的鲁棒性。首先考虑 NNGQC 对拉比频率误差的鲁

棒性，并假设控制脉冲的控制幅度发生变化 Ω0 → (1 + 휁)Ω0，这里误差系数 휁 

范围是 휁 ∈ [−0.1,0.1]。同时我们也考虑静态的失谐噪声为 ∆= δΩ0，其中 δ ∈

[−0.1,0.1]。将 NNGQC 与传统的 NGQC 方法进行比较， 我们画出具有相同脉

冲误差的几何量子门的性能。如图 2-5 (a)，2-5 (b) 和 2-5 (c) 所示，NNGQC 始

终比 NGQC 方案更加鲁棒和稳定。此外，我们还模拟了上述几何量子门的门保

真度随量子态的衰减和退相位参数变化的情况。如图 2-5 (d)，2-5 (e) 和 2-5 (f) 

所示，与传统的 NGQC 相比，我们的方案可以大大抑制退相干效应。 为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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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在初态为 
1

2
(|00⟩ + |01⟩ + |10⟩ + |11⟩) 的情况下，两比特量子门的态布局数和保真

度 (b) 两比特门误差随着里德堡量子态的衰减和退相位参数变化的情况。 

Fig. 2-4 (a) State population and state fidelity of two-qubit gate with the initial state being 
1

2
(|00⟩ + |01⟩ + |10⟩ + |11⟩) (b) Gate infidelity as a function of decay rate and dephasing rate 

for Rydberg state. 

 

图 2-5 在不完美的操控下 𝑈1 的性能。(a) NNGQC 和 (b) NGQC 的门保真度随拉比误

差 ζ 和失谐误差 δ 变化的情况。(c) 表示的是 (a) 和 (b) 的差值。(d) NNGQC 和 (e) 

NGQC 的门保真度随着里德堡量子态的衰减和退相位参数 𝛾1 和 𝛾2 变化的情况。(f) 表

示的是 (d) 和 (e)的差值。 

Fig. 2-5 The performance of 𝑈1 gate under imperfections. Gate fidelities of (a) NNGQC, (b) 

NGQC under the Rabi error ζ and detuning error δ. (c)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and (b). 

The gate fidelities for (d) NNGQC, (e) NGQC, and (f) difference as a function of decay rate 

𝛾1 and dephasing rate 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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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展示 NNGQC 量子门的抗噪声几何特性，还可以采用上述噪声来比较

NNGQC 与相应动力学门的性能。如图 2-5 所示，可以清楚地看到 NNGQC 方案

比动力学 (DG) 方案更能抵抗脉冲控制误差和去相干误差。 

 

 
图 2-6 在不完美的操控下 𝑈1 的性能。(a) NNGQC和 (b) DG (动力学) 的门保真度随拉

比误差 ζ 和失谐误差 δ 变化的情况。(c) NNGQC和 (d) DG的门保真度随着里德堡量子

态的衰减和退相位参数 𝛾1, 𝛾2 变化的情况。 

Fig. 2-6 Gate fidelities of (a) NNGQC and (b) DG under the Rabi error ζ and detuning error δ. 

The gate fidelities for (c) NNGQC and (d) DG as a function of decay rate 𝛾1 and dephasing 

rate 𝛾2, respectively. 

2.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一种新的非循环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方案 NNGQC。我们

利用非循环非绝热几何相位来构造通用非绝热几何量子门。与常规的非绝热几

何量子计算 NGQC 相比，NNGQC 可以进一步减少几何量子门的时间，而不受

循环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的方案在抵抗环境退相干的衰减和退相位影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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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更具鲁棒性。此外，基于里德堡原子之间的强偶极相互作用引起的大失谐过

程，我们基于 NNGQC 构建了一个非平庸的两比特几何纠缠门。我们的方案没

有丢弃强偶极相互作用引起的 “阻塞” 项的过程，为基于中性原子的量子系统

的容错量子计算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该成果发表在 Phys. Rev. Research. 

2020, 2:043130。另一方面，我们利用现有的实验参数对 NNGQC 几何量子门的

性能和鲁棒性进行了数值模拟。数值结果显示，我们的 NNGQC 方案无论与常

规的 NGQC 方案还是动力学方案相比在抵抗噪声方面都更加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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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可优化的非绝热几何量子控制 

3.1 引言 

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NHQC (nonadiabatic holonomic quantum computation) 

利用非绝热演化过程产生的非阿贝尔几何相位去实现几何量子门，进而实现量

子计算。由于非绝热演化的速度很快，因此可以极大的减少量子门的演化时间

和减少环境噪声对量子操作的影响。最近，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已在包括

超导线路、金刚石 NV 色心、核磁共振 NMR 和囚禁离子在内的不同物理平台

上进行了实验证明。另一方面，结合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与无消相干子空间编

码模型 (表面编码) 进一步抑制退相位噪声 (局部误差) 的理论方案，对于容错

量子计算也很有吸引力。然而，为实现上述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量子系统需

要 严 格 满 足 边 界 条  |𝜙𝑙(0)⟩ = |𝜙𝑙(𝜏)⟩ = |𝜓𝑙(0)⟩  和 平 行 输 运 条 件 

⟨𝜙𝑙(𝑡)|𝐻(𝑡)|𝜙𝑚(𝑡)⟩ = 0, 𝑙, 𝑚 = 1,… , 𝐿。由于这两个条件的限制，现有的非绝热和

乐量子计算方案也存在着以下问题：(1) 对实验不完美控制导致的系统误差非

常敏感。(2) 对系统控制哈密顿量要求比较严格，与其它含时量子优化控制技术

结合比较困难。 

基于此，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一种可优化的几何量子计算新方案 (NHQC+)。

新方案放宽了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中的平行输运条件，从而使非绝热几何量子

控制可以与大多数现有的脉冲形状优化方法兼容，包括反向绝热驱动、动力学

去耦、动力学纠错门以及基于机器学习的优化技术等，如图 3-1 (a) 所示。同时

联合南方科技大学陈远珍老师超导实验组，利用超导比特进行了实验实现。  

3.2 基本模型 

首先考虑一般的含时哈密顿量 𝐻(𝑡)，在初始时刻 (t=0) 对于任何完备的量

子态  {|𝜓𝑚(0)⟩}，我们总可以把时间演化算符写成  𝑈(𝑡, 0) = 𝒯𝑒∫ 𝐻(𝑡′)𝑑𝑡′
𝑡
0 =

∑ |𝜓𝑚(𝑡)⟩⟨|𝜓𝑚(0)|𝑚 ，这里 |𝜓𝑚(𝑡)⟩ = 𝒯𝑒
∫ 𝐻(𝑡′)𝑑𝑡′
𝑡
0 |𝜓𝑚(0)⟩ 是由薛定谔方程所决定。

在每时每刻，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组完备辅助态 {|𝜙𝑚(𝑡)⟩}，在初始时刻 (t=0) 和

末始时刻 (t = τ) 满足类似于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的边界条件： 

|𝜙𝑚(0)⟩= |𝜙𝑚(𝜏)⟩ = |𝜓𝑚(0)⟩                       (3-1)  

一般来说，辅助态 |𝜙𝑚(𝑡)⟩ 不需要满足薛定谔方程。借助于辅助态 |𝜙𝑚(𝑡)⟩，算

符可以重新写成 𝑈(𝑡, 0) = ∑ 𝜈𝑘𝑚(𝑡)|𝜙𝑘(𝑡)⟩⟨𝜓𝑚(0)|𝑚，𝑘 。利用边界条件，|𝜓𝑚(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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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a) 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将各种优化控制脉冲与几何方案结合的示意图。

(b) 几何量子计算不同路径的示意图：NHQC(灰色)，NHQC+ (红色) 与优化方法兼容，

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作为 NHQC+ 最佳控制 (蓝色)。(c) 三能级系统示意图，其中振幅

为 Ω𝑃(𝑡) 和 Ω𝑆(t) 的驱动脉冲将 |0⟩ 和 |1⟩ 以耦合到 |𝑒⟩。(d) 几何量子演化的概念解

释。 

Fig. 3-1 (a) Schematic of combining various optimal control pulses with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in our NHQC+ scheme. (b) Schematic of different paths for geometric quantum 

computation: NHQC (gray), NHQC+ (red) is and coupling configuration for single-qubit 

operations with a path as NHQC+ optimal control (blue). (c) The level structure and coupling 

configuration for single-qubit operations with a solid-state NV center, where driven pulses with 

amplitudes Ω𝑃 and Ω𝑆 couple |0⟩ and |1⟩ to |𝑒⟩ with detuning Δ. (d) Conceptual 

explanation for geometric quantum operation. 

 

总可以展开为 |𝜓𝑚(𝑡)⟩ = ∑ 𝜈𝑘𝑚(𝑡)|𝜙𝑘(𝑡)⟩𝑘 ，这也意味着随着时间演化，在末始时

刻 (𝑡 = 𝜏)，可以得到演化算符 𝑈(𝜏, 0) = ∑ 𝜈𝑘𝑚(𝜏)|𝜓𝑘(0)⟩⟨𝜓𝑚(0)|𝑚,𝑘 。系数矩阵

元 𝜈𝑘𝑚(𝜏) 满足以下公式：     

  
𝑑

𝑑𝑡
𝜈𝑘𝑚(t) = 𝑖 ∑ [𝐴𝑘𝑙(𝑡)−𝐻𝑘𝑙(𝑡)]𝜈𝑘𝑚(𝑡)𝑙=1                 (3-2) 

这里几何部分的矩阵元素为  𝐴𝑘𝑙(𝑡) ≡ ⟨𝜙𝑘(𝑡)|𝑑𝑡|𝜙𝑙(𝑡)⟩  和动力学部分矩阵元素

为𝐻𝑘𝑙(𝑡) ≡ ⟨𝜙𝑘(𝑡)|𝐻(𝑡)|𝜙𝑙(𝑡)⟩，两者联系到一个有效哈密顿量：𝐻𝑒𝑓𝑓(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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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𝑡)𝐻(𝑡)𝑉(𝑡) − 𝑖𝑉+(𝑡) (
𝑑

𝑑𝑡
)𝑉(𝑡)， 其中 𝑉(𝑡) ≡ ∑ |𝜙𝑘(𝑡)⟩⟨𝜙𝑚(0)|𝑘 。 换句话来说，

在初始辅助态 {|𝜙𝑚(0)⟩} 下，有效哈密顿量的矩阵元素是由 𝐴𝑘𝑙(𝑡) − 𝐻𝑘𝑙(𝑡) 给

出。因此，我们可以设计不同条件去实现不同的几何量子计算模型，例如绝热

几何量子计算模型或者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模型。 

3.3 可优化的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 

在这里，我们把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中的平行输运条件进行放松，并且提

出可优化的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的新条件：这里我们考虑辅助态 {|𝜙𝑚(t)⟩}  所

需要满足的条件即辅助态  {|𝜙𝑚(t)⟩}  应确保有效哈密顿量  𝐻𝑒𝑓𝑓(𝑡)  在

初始辅助态 {|𝜙𝑚(0)⟩} 下是对角矩阵，在𝑘 ≠ 𝑙 情况下，也就是： 

⟨𝜙𝑘(0)|𝐻𝑒𝑓𝑓(𝑡)|𝜙𝑙(0)⟩ = 0                      (3-3) 

在上述条件下，𝐴𝑘𝑙(𝑡) − 𝐻𝑘𝑙(𝑡) 变成对角矩阵。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𝑈(𝑡, 0) = ∑ exp [−𝑖 ∫ ⟨𝜙𝑚|𝐻|𝜙𝑚⟩𝑑𝑡 − ∫ ⟨𝜙𝑚|�̇�𝑚⟩𝑑𝑡
𝑡

0

𝑡

0
] |𝜙𝑚(𝑡)⟩⟨𝜓𝑚(0)|𝑘   (3-4) 

为了实现几何量子计算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𝜙𝑘(𝑡)|𝐻(𝑡)|𝜙𝑘(𝑡)⟩𝑑𝑡 = 0
𝜏

0
                     (3-5) 

因此，量子系统时间演化算符变成了纯几何。在 𝑡 = 𝜏 时刻，我们得到非绝热

几何量子操作为： 

𝑈(𝜏, 0) = ∑ exp (−∫ ⟨𝜙𝑚|�̇�𝑚⟩𝑑𝑡
𝑡

0
) |𝜓𝑚(0)⟩⟨𝜓𝑚(0)|𝑘         (3-6) 

公式 (3-6) 是我们的主要实现目标。由于公式 (3-3) 并没有给出 |𝜙𝑚(t)⟩ 和 

𝐻(𝑡) 比较明显的函数关系，因此很难找出物理实现上所需要的哈密顿量。实际

上，我们发现只要 |𝜙𝑚(t)⟩ 和 𝐻(𝑡) 满足以下定理，公式 (3-3) 就会被满足。 

定理 1 条件 (3-3) 式被满足的条件是 |𝜙𝑚(𝑡)⟩ 和 𝐻(𝑡)  满足冯诺依曼方

程： 

𝑑

𝑑𝑡
𝛱𝑘(𝑡) = −𝑖[𝐻(𝑡), 𝛱𝑘(𝑡)]                     (3-7) 

这里 𝛱𝑘(𝑡) ≡ |𝜙𝑘(𝑡)⟩⟨𝜙𝑘(𝑡)| 表示投影算符。 

   证明：根据初始条件，冯诺依曼方程 (3-7) 是满足的，我们采取恒等变换 

𝑖𝑉+
𝑑𝛱𝑘(𝑡)

𝑑𝑡
𝑉 = [𝑉+𝐻(𝑡)𝑉, 𝑉+𝛱𝑘(𝑡)𝑉]                 (3-8) 

容易发现 

𝑖𝑉+
𝑑𝛱𝑘(𝑡)

𝑑𝑡
𝑉 = 𝑖

𝑑[𝑉+𝛱𝑘(𝑡)𝑉]

𝑑𝑡
− 𝑖

𝑑𝑉+

𝑑𝑡
𝛱𝑘(𝑡)𝑉 − 𝑖𝑉

+𝛱𝑘(𝑡)
𝑑𝑉

𝑑𝑡
         (3-9)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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𝑖
𝑑(𝑉+𝑉)

𝑑𝑡
= 𝑖𝑉+

𝑑𝑉

𝑑𝑡
+ 𝑖

𝑑𝑉+

𝑑𝑡
𝑉                     (3-10) 

联合公式 (3-8)、(3-9) 和 (3-10)，我们得到： 

𝑑[𝑉+𝛱𝑘(𝑡)𝑉]

𝑑𝑡
= −𝑖[𝑉+𝐻(𝑡)𝑉 − 𝑖𝑉+�̇�, 𝑉+𝛱𝑘(𝑡)𝑉]             (3-11)  

把 𝛱𝑘(0) = 𝑉
+𝛱𝑘(𝑡)𝑉 代入上述的公式，公式 (3-11) 简化为 

[𝛱𝑘(0),𝐻𝑒𝑓𝑓(𝑡)] = 0                         (3-12) 

从公式 (3-12)， 我们可以得到 𝛱𝑘(0) 和 𝐻𝑒𝑓𝑓(𝑡) 是对易的。因此，基于这个

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𝛱𝑘(0)𝐻𝑒𝑓𝑓(𝑡)𝛱𝑙(0) = 0, 𝑙 ≠ 𝑘                   (3-13) 

换句话说 

⟨𝜙𝑘(0)|𝐻𝑒𝑓𝑓(𝑡)|𝜙𝑙(0)⟩ = 0, 𝑙 ≠ 𝑘                  (3-14) 

公式 (3-14) 和公式 (3-3) 有一样的形式，证毕。 

值得注意的是，先前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即 NHQC 与此处介绍的可

优化的非绝热几何量子控制即 NHQC+ 方法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哈密顿量受到

不同的约束。在 NHQC 情况下，其要求哈密顿量满足一组严格条件 

⟨𝜙𝑘(𝑡)|𝐻(𝑡)|𝜙𝑚(𝑡)⟩ = 0。在每时每刻对于所有可能的 k，m 时都需要满足。 但

是，对于可优化的非绝热几何量子控 NHQC+，哈密顿量仅需在积分意义上消

失即可。更重要的是，NHQC+ 消除了 𝑘 ≠ 𝑚 的约束，这使我们的方法可与大

多数量子优化控制方案兼容。 

3.3.1 构造单比特几何量子门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演示其在具体系统即金刚石色心中的应用，来使上面

理论分析更加明确。具体来说，我们考虑一个具有单光子失谐 Δ 的三级 V 型

能级系统，如图 3-2 (c) 所示。在子空间{|0⟩, |𝑒⟩, |1⟩}中，相应哈密顿量在相互作

用绘景下，由下式给出： 

𝐻(𝑡) = Δ(𝑡)|𝑒⟩⟨𝑒| +
1

2
[Ω𝑃(𝑡)|𝑒⟩⟨0| +Ω𝑆(𝑡)|𝑒⟩⟨1|] + 𝐻. 𝑐.         (3-15) 

这里 Ω𝑃(𝑡)  和 Ω𝑆(𝑡)  表示泵浦脉冲和斯托克斯脉冲驱动  |0⟩ → |𝑒⟩  和 |1⟩ →

|𝑒⟩  的转移。我们把两束脉冲参数化为：Ω𝑃(𝑡) = sin
𝜃

2
𝑒𝑖𝜙1(𝑡)  和  Ω𝑆(𝑡) =

cos
𝜃

2
𝑒𝑖[𝜙1(𝑡)+𝜙]，휃 是一个不含时间的常数。为此，公式 (3-15) 可以被简化为： 

𝐻(𝑡) = Δ(𝑡)|𝑒⟩⟨𝑒| +
1

2
[Ω(𝑡)𝑒𝑖𝜙1(𝑡)|𝑏⟩⟨𝑒| +H. c. ]             (3-16) 

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不含时间的 “明态”  |𝑏⟩ = sin
𝜃

2
|0⟩ + cos

𝜃

2
𝑒𝑖𝜙|1⟩。 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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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NHQC+ 几何量子门，需要选择一组满足边界条件公式 (3-1) 的辅助态。我

们选择一个不含时间并且与子空间{ |𝑏⟩, |𝑒⟩ }解耦的  “暗态” |𝜙0⟩ = cos
𝜃

2
|0⟩ -

sin
𝜃

2
𝑒𝑖𝜙|1⟩，和它的一个正交态 

|𝜙1(𝑡)⟩ = sin
𝜒(𝑡)

2
𝑒−𝑖

𝛼(𝑡)

2 |𝑏⟩ + cos
𝜒(𝑡)

2
𝑒𝑖
𝛼(𝑡)

2 |𝑒⟩             (3-17) 

这里参数 𝜒(𝑡) 和 𝛼(𝑡) 是由冯诺依曼方程 (3-7) 式所决定。具体地说，我们发

现它们由以下耦合微分方程来确定： 

Ω(𝑡) = �̇�(𝑡)/sin[𝜙1(𝑡) − 𝛼(𝑡)]                   (3-18a) 

       Δ(𝑡) = −�̇�(𝑡) − �̇�(𝑡)cot𝜒(𝑡)cot[ϕ1(𝑡) − 𝛼(𝑡)]           (3-18b) 

事实上，参数 𝜒(𝑡) 和 𝛼(𝑡) 的取值仅需要满足边界条件公式 (3-1)， 因此我们

可以有很多选择。这里，我们给出一组可能的解即 𝜒(𝑡) = 𝜋 [erf (
2𝑡

𝑇
) + 1]  和 

𝛼(𝑡) = 𝜙1(𝑡) − tan
−1 �̇�(𝑡)

Ω0sin𝜒(𝑡)
，其中参数 𝑇 控制脉冲的有效长度。 由于在实验

上，对驱动脉冲有限制，这里我们选择 𝜏 = 4𝑇 作为截断值。通过公式 (3-18a) 

和 (3-18b)，我们可以数值确定脉冲振幅 Ω𝑃(𝑡)，Ω𝑆(𝑡)  以及失谐量 Δ(𝑡)  的具

体波形。现在，我们讨论如何构建通用的非阿贝尔几何单比特量子门，即和乐

的量子门。我们从以下初态的集合开始 {|𝜙0⟩, |𝜙1(0)⟩}，需要注意的是当 𝜒(0) =

𝜋 时，辅助态仅由计算基 {|0⟩, |1⟩} 构成。 接下来，我们考虑将演化过程分为

两个时间间隔 (0, 𝜏/2) 和 (𝜏/2, 𝜏)。 在第一个间隔 (0 ≤ t ≤ 𝜏/2)，相位 𝜙1 被

设成一个常数 𝛾1  即 𝜙1 = 𝛾1，相应的量子演化算符可以表示为 U1(τ/2,0) =

|𝜙0⟩⟨𝜙0|+𝑒
𝑖𝑓1|𝜙1(τ/2)⟩⟨𝜙1(0)|。在第二个间隔 (𝜏/2 ≤ t ≤ 𝜏)，相位 𝜙1 被设成另

一个常数 𝛾2，即 𝜙1 = 𝛾2。在量子门的构建中，两个间隔中会产生动力学相位。

为了消除累积的动力学相位，将后一个间隔的动力学相位设置为与前一个间隔

动力学相位相反，如图 3-2 (c) 所示。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整个演化的总动力学

相位为零。为此，我们可以通过自旋回波技术来实现或者脉冲设计的方法来实

现上述目的。经过一个循环演化过程，辅助态 |𝜙1(𝑡)⟩  循环演化后获得一个纯

的几何相位。由此，应用边界条件公式 (3-1)，整个过程的演化算符在辅助态 

{|𝜙0⟩, |𝜙1(0)⟩}下可表示为： 

𝑈(𝜏, 0) = |𝜙0⟩⟨𝜙0|+𝑒
𝑖𝛾|𝜙1(0)⟩⟨𝜙1(0)|                (3-19) 

公式 (3-19) 中的相位因子 γ 是几何相位。 实际上，我们可以证明几何相位 γ 

精确等于辅助态 |𝜙1(𝑡)⟩  的演化路径在布洛赫球上扫过的立体角  Ω𝑎𝑛𝑔𝑙𝑒   的一

半，如图 3-2 (b) 所示；即 γ＝Ω𝑎𝑛𝑔𝑙𝑒/2。考虑上述两个阶段的演化，辅助态 

|𝜙1(𝑡)⟩ 在参数空间中的演化形成了一个闭合路径，闭合路径所包围的立体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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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a) 固态金刚石炭-氮色心中的两量子位门的物理实现示意图，为了实现两个量子比

特的门，两个金刚石炭-氮色心以双光子拉曼共振方式耦合到腔体 (b) 单激发子空间中的

两比特有效耦合。 

Fig. 3-2 (a) Illustration of physical realization of two-qubit gates in a solid-state NV center, for 

realizing two-qubit gate, two NV centers are coupled to a cavity in two-photon Raman resonant 

way (b) Effective two-qubit couplings in one excited subspace. 

 

2(𝛾2 − 𝛾1)。由此可知，演化获得的几何相位为 γ = (𝛾2 − 𝛾1)。在计算基 {|0⟩, |1⟩} 

空间中，非绝热和乐操作 𝑈(τ, 0, ) 可以实现任意的量子门，即： 

  𝑈𝛾,θ,ϕ = 𝑒
𝑖γ/2𝑒−𝑖(γ/2)𝐧∙𝛔                     (3-20) 

它描述了围绕 𝐧 = (sinθcosϕ, sinθsinϕ, cosθ) 轴旋转一个 𝛾 角，得到一个全局

相位 γ/2。由于 𝐧 和 γ 可以是任意的，因此 𝑈𝛾,𝜃,𝜙 可用于在单圈演化中构造

任意的单量子位门。 

3.3.2 构造两比特几何量子门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如何构造一个非平庸的两比特纠缠门。 具体地说，

当两个金刚石氮-空位色心之间的耦合可调时，可以实现两比特的非绝热和乐控

制相位门。例如，我们考虑两个金刚石氮-空位色心同时耦合到具有大失谐的光

学腔的情况。用于实现两比特的非绝热和乐控制相位门的金刚石氮-空位色心的

耦合如图 3-2 所示，其中金刚石氮-空位色心可以附着在腔的赤道周围。这里光

子的相互作用 𝐺𝑗 是通过空腔的近逝场引起的。当两个金刚石氮-空位色心之间

的耦合在拉曼共振框架下时，两比特门的有效哈密顿量为 :𝐻2(𝑡) = 𝑔1𝑎𝜎1
+ +

𝑔2𝑎𝜎𝑒
+ + 𝐻. 𝑐. , 这里  𝑎 (𝑎+)  是腔的产生和湮灭算符，𝜎1

+ = |1⟩⟨0|  和  𝜎𝑒
+ =

|𝑒⟩⟨0| 是电子翻转算符。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外部驱动激光场的振幅 Ω𝑗  方便

地调整金刚石氮-空位色心之间的有效耦合为 𝑔𝑗 = 𝐺𝑗Ω𝑗/𝛿𝑗。这样，哈密顿量在

单激发子空间中{|100⟩, |010⟩, |00𝑒⟩}形成了一个共振三能级系统，此时耦合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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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a) 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 NOT(𝑈𝜋/4,0,0) 和 T(𝑈𝜋,π/2,0) 的平均保真度演化图。(b) 

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NHQC+)、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NHQC) 和动力学 (DG)

的 NOT 门的鲁棒性随拉比频率的系统误差 𝛽 变化情况的影响。 

Fig. 3-2 (a) The dynamics of T gate and NOT gate fidelities, as a function of systemic error of 

Rabi frequency, i.e., the function of t/τ. (b) The NOT gate robustness of NHQC+, NHQC, 

relative pulse deviation β. 

 

顿量表示为：  

𝐻3(𝑡) = 𝑔1(𝑡)|100⟩⟨010| + 𝑔2(𝑡)|00𝑒⟩⟨010|            (3-21) 

其中 |𝑚𝑛𝑞⟩ ≡ |𝑚⟩1⨂|𝑛⟩𝑐⨂|𝑞⟩2  用下标 1、2 和 c 表示状态属于金刚石炭-氮

色心 1 和 2，以及腔体，如图 3-2 (b) 所示。哈密顿量 𝐻3(𝑡) 存在一个特征值

为零的暗态，可以写为： 

|𝜙0⟩ = cos 𝜇(𝑡) cos 휂(𝑡) |100⟩ + 𝑖 sin 𝜇(𝑡) |010⟩ + cos 𝜇(𝑡) sin 휂(𝑡) |00𝑒⟩ (3-22) 

相应的有效耦合强度为： 

𝑔1(𝑡) = 휂̇(t) cot 𝜇(𝑡) sin 휂(𝑡) − �̇�(𝑡) cos 휂(𝑡)           (3-23a) 

𝑔2(𝑡) = 휂̇(t) cot 𝜇(𝑡) cos 휂(𝑡) + �̇�(𝑡) sin 휂(𝑡)           (3-23b) 

这里循环演化的边界条件为 휂(0) = 휂(𝜏) = 0(𝜋)  和 𝜇(0) = 𝜇(𝜏) = 0(𝜋)。这里

对于 휂(𝑡) 和 𝜇(𝑡)，我们有很多参数去选择来优化量子演化过程。当初始状态

被设置为 |100⟩，经过一个循环演化过程，态 |100⟩ 获得一个 𝜋 的几何相位并

且其他的态并没有改变。在计算基{|00⟩, |01⟩, |10⟩, |11⟩ }，一个和乐控制相位门

可以表示为： 

𝑈𝐶𝑃 = 𝑑𝑖𝑎𝑔(1,1, −1,1)                   (3-24) 

这里 𝑑𝑖𝑎𝑔 表示矩阵的对角元素。因此，联合单比特和两比特和乐量子门，我

们可以在金刚石氮-空位色心系统中实现通用的几何量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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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无退相干情况下，脉冲控制误差对量子门的影响。NHQC (a) 和 NHQC+SSSP (b) 

NOT 门保真度随拉比控制误差 𝛽 和失谐误差 ℰ 变化。 

Fig. 3-3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ates against pulse errors without considering relaxation. The 

NOT gate fidelities of (a) NHQC and (b) NHQC+SSSP as a function of β and ε. 

3.4 分析和讨论 

3.4.1 数值模拟 

在本节中，我们将数值模拟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的性能和鲁棒性。

在这里，我们也使用量子主方程来模拟环境噪声对量子系统的影响。首先，调

查和乐 NOT (𝑈𝜋/4,0,0) 和 T (𝑈𝜋,π/2,0)的门保真度 F =
1

2𝜋
∫ ⟨𝜓𝐼|𝜌|𝜓𝐼⟩𝑑Θ
2𝜋

0
，通过

设置初态为  |𝜓(0)⟩ = sinΘ|0⟩ + cosΘ|1⟩ , 这里  Θ  共有 1001 个不同的值在 

[0,2π]  范围内被均匀采样。如图 3-2 (a)，在现有的实验衰减和退相位参数为 

𝛾1 = 𝛾2 = 2π × 10KHz，可以得到 NOT 和 T 门保真度可以分别达到 99.65% 和

99.53%。 

为了反映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的方案的鲁棒性，我们首先考虑系统

控制误差的影响。这里设置驱动脉冲的幅度以 (1 + 𝛽)Ω0 的形式变化，其中误

差系数 𝛽 在 [-0.2, 0.2]。换句话说，系统哈密顿变为 𝛨(𝑡) → 𝛨(𝑡) + 𝛨𝛽(𝑡), 这

里 𝛨𝛽(𝑡) = 𝛽Ω(𝑡)|𝑏⟩⟨𝑒| + 𝐻. 𝑐. 是微扰哈密顿量。此外，我们还考虑了由比特频

率引起的相对频率失谐误差 δ = εΩ0，其误差系数 ε 在[-0.2, 0.2]。将 NHQC+ 

与 NHQC 和动力学 DG门进行比较，我们绘制不同方案的 NOT 门保真度对

驱动脉冲的幅度误差的影响。如图 3-2 (b) 所示，NHQC+ 门比 NHQC 和 DG 

门对系统产生的控制误差更加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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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优化控制误差 

在这里，考虑没有退相干的情况下，把我们的方法与单发形脉冲  SSSP 

(single-shot shaped pulse) 优化控制技术结合，来进一步增强针对拉比控制误差

的鲁棒性。在这里，未扰动的量子演化算符表示为 𝑈(𝑣, 𝑡) = |𝜙0
0(𝑣)⟩⟨𝜙0

0(𝑡)| +

𝑒𝑖𝑓(𝑡)|𝜙1
0(𝑣)⟩⟨𝜙1

0(𝑡)| + 𝑒−𝑖𝑓(𝑡)|𝜙2
0(𝑣)⟩⟨𝜙2

0(𝑡)|，其中  |𝜙2
0(𝑡)⟩= cos

𝜒(𝑡)

2
𝑒−𝑖

𝛼(𝑡)

2 |𝑏⟩ +

sin
𝜒(𝑡)

2
𝑒𝑖
𝛼(𝑡)

2 |𝑒⟩ 是 |𝜙1
0(𝑡)⟩ 的正交态。假设系统初态为 |𝜙1

0(0)⟩ 并且 𝛽很小，由

此利用微扰理论，我们可以得到在控制误差情况下的辅助态为  |𝜙1(𝑡)⟩ =

|𝜙1
0(𝑡)⟩ + |𝜙1

1(𝑡)⟩ + |𝜙1
2(𝑡)⟩ + 𝑂(𝛽3)，这里  |𝜙1

0(𝑡)⟩  是量子演化量子态并且 

|𝜙1
1(𝑡)⟩ = −𝑖 ∫ 𝑑𝑡

𝜏

0
U0(𝜏, 𝑡)𝛨𝛽(𝑡)|𝜙1

0(𝑡)⟩，|𝜙1
1(𝑡)⟩ = −𝑖 ∫ 𝑑𝑡

𝜏

0
U0(𝜏, 𝑡)𝛨𝛽(𝑡)|𝜙1

0(𝑡)⟩，

|𝜙1
2(𝑡)⟩ = −𝑖 ∫ 𝑑𝑡 ∫ 𝑑𝑡′

𝑡′

0

𝜏

0
U0(𝜏, 𝑡)𝛨𝛽(𝑡)U0(𝑡, 𝑡′)𝛨𝛽(𝑡′)|𝜙1

0(𝑡′)⟩。 所以，我们可以得 

到演化过程中的量子态保真度或者演化布局数为𝑃 ≡ |⟨𝜙1
0(𝑡)|𝜙1(𝑡)⟩|

2 = 1 −

𝛽2|∫ 𝑑𝑡
𝜏

0
⟨𝜙2

0(𝑡)|𝛨𝛽(𝑡)|𝜙1
0(𝑡)⟩|

2
+ 𝑂(𝛽3)。对控制误差的敏感性被量化为  Q𝑠 ≡

−
1

2
[𝜕2𝑃(𝛽) 𝜕⁄ 𝛽2]|𝛽=0。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Q𝑠 = |∫ 𝑑𝑡�̇�(𝑡)sin
2𝜒(𝑡)𝑒−𝑖𝑓(𝑡)

𝜏

0
|
2
                  (3-25) 

 

 

图 3-5 实验中使用的超导 Xmon 三能级比特系统。 微波控制脉冲从 XY 控制线输入到

三能级比特系统。三能级比特系统分散耦合到 λ/4 谐振器以进行读出，因此可以从传输

线输出信号 S21 推断其状态。 

Fig. 3-5 The superconducting Xmon qutrit used in our experiment. Microwave control pulses 

are imported to the qutrit from the XY control line. The qutrit is dispersively coupled to a λ/4 

resonator for readout, so its state can be inferred from transmission line output signal 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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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选择 SSSP 脉冲去最小化 Q𝑠，把参数 𝑓(𝑡) 和 𝜒(𝑡) 利用傅里叶函数

进行展开即，𝑓(𝑡)=2𝜒(𝑡)+∑ 𝑎𝑛sin[2𝑛𝜒(𝑡)]𝑛 ， 𝜒(𝑡) = 𝜋 [erf (
2𝑡

𝑇
) + 1]。这里傅里叶

展开系数 {𝑎𝑛}  可以通过数值优化 Q𝑠  来确定。另一方面，利用最近的金刚石

氮-空位色心的实验数据，我们绘制了 NHQC+SSSP 和 NHQC 门保真度随拉

比控住误差 𝛽 和失谐误差 ε 变化的二维图，如图 3-3 (a) 和 3-3 (b) 所示。 

3.5 实验实现用超导量子比特 

3.5.1 实验装置和基本模型 

在这一节，我们将讨论如何利用超导量子比特实现上文提出的可优化的非

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在有望实现量子计算众多物理平台中，超导量子比特

平台已经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且被认为是当前最有希望率先实现量子

计算机的物理实现平台之一。超导系统受到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原因主要是：(1) 

超导量子比特系统具有很高的可设计性。可以设计不同类型的量子比特，例如

电荷量子位，磁通量子位等等。而且，也可以通过调节电容、电感和约瑟夫森

能量来调节不同的参数，例如量子比特的能级和耦合强度。 (2) 超导量子位的

制备基于现有的半导体微加工工艺。利用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可以制备高质量

的器件，这有利于制造和扩展。更重要的是超导比特也容易精确操控。另一方

面，Transmon 型超导量子比特，包括 Transmon，Xmon，Gmon，3D Transmon

等，由于其电路抑制电荷噪声而且线路简单、体系结构灵活而成为当前最受欢

迎的超导比特。为了实现上述的几何方案，我们联合南科大陈远珍超导组，使

用 Xmon 三能级比特系统进行实验性实现。如图 3-4 所示，微波控制脉冲从 

XY 控制线输入到我们的超导三能级比特系统。然后把比特分散耦合到 λ/4 谐

振腔中进行读出，由此我们可以从传输线输出信号 S21 推断量子系统所处的状

态。 如图 3-5 所示，Xmon 三能级系统的基态 |𝑔⟩ 和第二激发态 |𝑓⟩ 被选择

作为一个量子比特，|0⟩ ≡ |𝑔⟩，|1⟩ ≡ |𝑓⟩；第一激发态 |𝑒⟩ 作为一个辅助态。一

组含时振幅和相位分别为 Ω0(𝑡)，Ω1(𝑡) 和 𝜙0(𝑡)，𝜙1(𝑡) 的微波非共振地驱动

上述三能级体系。该系统的哈密顿量可以表示为： 

𝐻𝐿(𝑡) = 𝐻0 + ∑ Ω𝑚(𝑡) cos(𝜔𝑑𝑚𝑡 + 𝜙𝑚(𝑡))(𝑏 + 𝑏
+)𝑚=0,1          (3-26)  

其中： 

𝐻0 = 𝜔0𝑒|𝑒⟩⟨𝑒| + (𝜔0𝑒 + 𝛼)|1⟩⟨1| + (𝜔0𝑒 + 3𝛼)|ℎ⟩⟨ℎ|      (3-27a) 

  𝑏 = |𝑒⟩⟨0| + √2|1⟩⟨𝑒| + √3|ℎ⟩⟨1|                     (3-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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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这项工作中提出的使用带有单光子失谐为 𝛥(𝑡) 的三能级 Xmon 系统来实现可优

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这里的两束微波脉冲的拉比频率分别为  Ω0(𝑡) 和

 Ω1(𝑡)。 

Fig. 3-6 NHQC+ scheme using three levels of an Xmon qutrit with a single-photon detuning 

𝛥(𝑡) as proposed in this work. Two pulses with Rabi frequencies of Ω0(𝑡) and Ω1(𝑡) are 

used. 

 

这里 𝜔0𝑒 表示 |0⟩ 和 |𝑒⟩ 能级之间的频率，𝛼 表示非线性等于 |𝑒⟩ 和 |1⟩ 能

级和 |0⟩ 和|𝑒⟩ 能级的频率差，|ℎ⟩ 表示第三激发态。这里我们令两束微波脉冲

的频率分别为 𝜔𝑑0 = 𝜔0𝑒 + ∫𝛥(𝑡)𝑑𝑡 和 𝜔𝑑1 = 𝜔0𝑒 + 𝛼 + ∫𝛥(𝑡)𝑑𝑡，𝛥(𝑡) 是单光

子失谐量。当 |𝛼| ≫ |Ω0,1(𝑡)| 情况下，我们忽略高阶震荡项, 在旋转波近似和相

互作用绘景框架下，系统的哈密顿量可以表示为： 

𝐻(𝑡) = Δ(𝑡)|𝑒⟩⟨𝑒| +
1

2
[Ω0(𝑡)𝑒

𝑖𝜙0(𝑡)|𝑒⟩⟨0| +Ω1(𝑡)𝑒
𝑖𝜙1(𝑡)|𝑒⟩⟨1|] + 𝐻. 𝑐.   (3-28) 

显然公式 (3-28) 和公式(3-15) 是相同的哈密顿量，因此我们可以在超导量子系

统中实现任意的单比特和乐量子门：𝑈𝛾,θ,ϕ = 𝑒
𝑖γ/2𝑒−𝑖(γ/2)𝐧∙𝛔。 

3.5.2 实验结果 

3.5.2.1 实现任意单比特几何量子门 

为了证明我们的方法可以实现任意单比特操作，通过实验验证了所有三个

参数  𝛾，θ  和  ϕ 都可以连续且独立地变化。我们首先应用和乐量子门

 𝑈𝛾=𝜋,θ,ϕ=0  并且设定量子系统的初态为  |0⟩。在这里，利用实验测量末态

 𝑈𝛾=𝜋,θ,ϕ=0|0⟩ = cos θ/2|0⟩ + sin θ/2|1⟩ 随参数 θ 的变化情况。𝑈𝛾=𝜋,θ,ϕ=0 门操

作联系到在布洛赫球上的一个旋转围绕 𝐧 = (sinθ, 0, cosθ) 轴旋转一个 𝜋 角，

如图 3-6 (a) 所示。接着，应用和乐量子门 𝑈𝛾=𝜋/2,θ,ϕ=𝜋/2 并且设定量子系统的

初态为 (|0⟩ + |1⟩)/√2。 𝑈𝛾=𝜋/2,θ,ϕ=𝜋/2 门操作联系到在布洛赫球上的一个旋转

围绕 𝐧 = (cosϕ, sinϕ, 0) 轴旋转一个 𝜋/2 角度，如图 3-6 (b) 所示。最后,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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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调节参数实现不同的 NHQC+ 量子门。(a) 初态在 |0⟩ 的情况下，量子门随参数 

휃的变化。(b) 初态在 (|0⟩ + |1⟩)/√2的情况下，量子门随参数 𝜙 的变化。(c) 初态在

 |0⟩ 的情况下，量子门随参数 𝛾 的变化。这里点和线分别代表实验数据和数值模拟。 

Fig. 3-6 Tunable parameters for NHQC+ gates. (a) Gates with variable 휃 for an initial state of 

|0⟩. (b) Gates with variable 𝜙 for an initial state of (|0⟩ + |1⟩)/√2. (c) Gates with variable 𝛾 

for an initial state of |0⟩. Dots and lines are experimental data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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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不同和乐量子门的实验和数值量子过程层析门保真度。  

Table 3-1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QPT gate fidelity of different holonomic quantum gates.  

 

们把初态制备 |0⟩ 态, 应用门 𝑈𝛾,θ=0,ϕ=𝜋/2，来证明 γ 也连续可调的，如图 3-6 

(c) 所示。 

3.5.2.2 量子过程层析 

为了实验上表征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的性能，我们使用量子过程层

析成像技术来重建量子态的密度矩阵，并从这些矩阵中提取保真度信息。这里

的图 (3-7) 显示了量子态层析过程，由于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方案可以

生成任意的单量子位门，因此在量子态层析过程的所有三个阶段都使用了我们

的几何方法，包括 (a) 初始状态准备，(b) 量子门实现以及 (c) 末态层析成像

的旋转。在图 3-7 中，量子过程层析方法用和乐量子门 I，X (π/2)，H 和 X 

去产生初态 |0⟩，(|0⟩ + |1⟩)/√2，(|0⟩ + |1⟩)/√2 和 |1⟩。 在这里，我们调查了 

X (π/2)，H和X的保真度，实验结果如图 3-9 所示。在表 3-1 中，我们汇总了 

X (π/2)，H 和 X 门的数值和实验保真度，数值结果和实验结果吻合的很好。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可能降低门控保真度的因素。例如，它们包括较高能级的

动力学影响，显然，考虑到这些更高的能级，我们可以获得额外的振荡特征并

且会导致量子比特态泄露到计算基外。因此降低了几何量子门的保真度。第二

个因素是环境噪声导致的退相干，我们可以使用主方程方法进行模拟其对几何

量子门的影响。第三个因素是控制信号中的控制错误。但总体而言，当存在控

制错误时，我们的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表现更好。 

3.5.2.3 噪声鲁棒性 

为了展示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方案的鲁棒性，这里我们考虑拉比控

制误差对量子门保真度的影响。我们假设驱动脉冲幅度以 (1 + 𝛼)Ω0 的形式变

化，其中误差系数 𝛼 在 [-0.2, 0.2]。 在优化之前，NHQC+ 和NHQC的性能和

鲁棒性是相互一致的，因为 NHQC+ 的有较大最大拉比频率因此会导致更严重

的泄漏和串扰。 这与最近使用超导量子比特的NHQC实验证明的结果一致。 但 

量子门 

Gate 

实验保真度 

Exp. fidelity 

理论保真度 

The. fidelity 

X 96.6 ± 0.8% 98.4% 

H 97.6 ± 1.0% 98.4% 

X/2 96.4 ± 1.0%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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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和乐量子门的层析成像和层析成像的顺序。 

Fig. 3-7 Process tomography of holonomic quantum gates and sequence for process 

tomography. 

 

 

图 3-8 (a) X [(𝛾, θ, ϕ) = (𝜋, 𝜋/2,0)]，(b) H(𝛾, θ, ϕ) = (𝜋, 𝜋/4,0)]，(c) 和 (d) X (𝜋/2) 

[(𝛾, θ, ϕ) = (𝜋/2, 𝜋/2,0)] 门分别层析成像，测出其矩阵 𝜒。这里彩色实心条是实验结果，

黑框代表数值模拟结果。 

Fig. 3-8 Experimental results (colored solid bar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black frames) of 

the tomography matrix 𝜒 for X [ (a) (𝛾, θ, ϕ) = (𝜋, 𝜋/2,0)], H [ (b) (𝛾, θ, ϕ) = (𝜋, 𝜋/4,0)], 

and X(𝜋/2)[(c) and (d) (𝛾, θ, ϕ) = (𝜋/2, 𝜋/2,0)] gat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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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a) 实验 和 (b) 理论结果：各种和乐方案 X 门对控制误差的鲁棒性。 理论结果

是使用主方程数值模拟得到的。α 代表控制误差的大小。 

Fig 3-9 (a) Experimental and (b) theoretical results: robustness of an X gate with control errors 

for various holonomic schemes. Theoretical results are obtained using master-equa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α represents magnitude of the control error. 

 

是，通过 SSSP 脉冲优化可以进一步增强 NHQC+ 的噪声鲁棒性，如图 3-9 (a) 

和 3-9 (b) 所示。总体而言，随着环境噪声和控制误差变得更加突出，NHQC+

相对于 NHQC 的优势将更加显着。 

3.5.3 两比特和乐量子门理论方案 

在本小节中，我们提出一种用于实现和乐两比特 √𝑆𝑊𝐴𝑃 的可行方案。两

比特 √𝑆𝑊𝐴𝑃 可以表示为： 

𝑈√𝑆𝑊𝐴𝑃 =

(

 
 

1 0

0
1+𝑖

2

0 0
1−𝑖

2
0

0
1−𝑖

2

0 0

1+𝑖

2
0

0 1)

 
 

                   (3-29) 

利用此 √𝑆𝑊𝐴𝑃 门和单比特门，我们可以实现通用的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

计算。如图 3-10 (a) 所示，为了实现 √𝑆𝑊𝐴𝑃 门，我们利用两个超导 Xmon量

子比特耦合一个共振腔。该系统包含两束微波脉冲，其哈密顿量可以写为： 

𝐻1 = 𝜔𝑟𝑛𝑎 + ∑ {𝜔𝑚𝑛𝑏𝑚 +
𝛼𝑚

2
(𝑛𝑏𝑚 − 1)𝑛𝑏𝑚 + [𝑔𝑖𝑏𝑚

+𝑎 + Ω𝑚(𝑡)𝑏𝑚 + 𝐻. 𝑐. ]}𝑚   

 (3-30) 

这里 𝜔𝑟  和 𝜔𝑚  分别是共振腔和第 m 比特的频率，𝑔𝑚  和 Ω𝑚(𝑡)  是第m 比

特和共振腔耦合的强度以及相关的微波驱动振幅。𝑎  (𝑎+ ) 是共振腔的湮灭(产

生) 算符，𝑏𝑚  (𝑏𝑚
+  ) 是量子比特的下降和上升算符，𝑛𝑎 = 𝑎

+𝑎，𝑛𝑏𝑚 = 𝑏𝑚𝑏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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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单比特情况，我们这里考虑两个量子比特都失谐地耦合到共振腔，对应

的失谐量为 ∆𝑚= 𝜔𝑖 − 𝜔𝑟。当大失谐条件 |∆𝑚| ≫ {𝑔𝑚, Ω𝑚(𝑡)}  满足的情况下，

系统的有效哈密顿量在子空间 {|100⟩, |010⟩, |001⟩} 下可以表示为： 

𝐻1(𝑡) = (�̃�1|100⟩⟨001| + �̃�2|010⟩⟨001| + 𝐻. 𝑐.)/2 + 𝛿|001⟩⟨001|   (3-31)  

这里 |𝑚𝑛𝑞⟩ = |𝑚⟩1⨂|𝑛⟩2⨂|𝑞⟩𝑟，�̃�𝑖 =
√2𝑔𝑖𝛼𝑖Ω𝑖

Δ𝑖(Δ𝑖+𝛼𝑖)
 是有效的耦合强度，𝛿𝑖 = 𝜔𝑑,𝑖 −

2𝜔𝑑 − 𝛼𝑖 + 𝜔𝑟 − Δ𝑎𝑐 失谐量，𝜔𝑑,𝑖 是微波频率。公式 (3-31)实现了一个耦合三

能级在 1-2 激发子空间，其中腔的激发态 |001⟩ 是作为一个辅助态，如 3-10 (b)

所示。这是类似于单比特情况。因此在子空间 {|100⟩, |010⟩}，系统经过一个循

环演化，其演化算符也可以表示为 𝑈𝛾2,𝜃2,𝜙2，几何相位 𝛾2 也是类似于单比特情

况一样可调。当参数被设置为 𝛾2 = 𝜋/2, 휃2 = 𝜋/2 和 𝜙2 = 0，时间演化算符为： 

𝑈𝜋/2,𝜋/2,0 = (

1+𝑖

2

1−𝑖

2
1−𝑖

2

1+𝑖

2

)                     (3-32) 

公式 (3-32) 可实现一个 √𝑆𝑊𝐴𝑃 门在两比特计算基 {|000⟩, |010⟩, |100⟩, |110⟩}。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忽略了其他量子态，包括 {|002⟩, |101⟩, |011⟩}。然而两比特计

算基态 |110⟩  将会耦合这些态在 3-4 激发子空间，如图 3-10 (b) 所示。这种

不想要的演化将会导致量子比特态的泄露从而降低 √𝑆𝑊𝐴𝑃 门的保真度。为了

消除这种误差，要求在量子操作结束时，|110⟩ 态回到初始状态 (获得一个相位

因子)，而在 3-4 激发子空间中的所有其他态都回到初始没有布局的状态。为了

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在 3-4 激发子空间的测量量子态如何演化，

当伴随着 √𝑆𝑊𝐴𝑃 门演化的同时。在量子态子空间 {|110⟩, |011⟩, |101⟩, |002⟩}，

哈密顿量被写为： 

𝐻1(𝑡) =
1

2
[(�̃�1|011⟩ + �̃�2|101⟩)(⟨110| + √2⟨002|) + 𝐻. 𝑐. ] + 

2𝛿(|002⟩⟨002| + |110⟩⟨110| )                (3-33)                                                                                                                                                                                                                         

该哈密顿量具有 𝑆𝑈(4) 李代数结构。一般情况下，很难找到其解析的动力学解。

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数值分析来模拟其动力学。另一方面，由公式 (3-31) 中的

哈密顿量控制的时间演化是可以解析求解。结合这些结果，我们可以适当地调

整与 √𝑆𝑊𝐴𝑃 量子门相关的循环演化周期，以与公式 (3-33) 所控制的演化周

期相匹配。这保证了在 √𝑆𝑊𝐴𝑃 门作结束时，|110⟩ 态和 3-4 激发子空间中的

其它状态也恢复到初始状态，从而消除了泄漏误差。相反，对于非绝热和乐量

子计算方案，脉冲形状一般存在较严格的约束，因而缺乏本文讨论的调节灵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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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两比特和乐 √𝑆𝑊𝐴𝑃 门示意图。(a) 两个 Xmon 量子三能级结构及其与谐振腔的

耦合和外部微波驱动。(b) 两个 Xmon 和谐振腔组合成的激发空间。标记为红色的状态为

形成两量子比特和乐 √𝑆𝑊𝐴𝑃 门的计算基。  

Fig. 3-10 Scheme of two-qubit holonomic √𝑆𝑊𝐴𝑃 gate. (a) Level structure of the two Xmon 

qutrits and their coupling with the resonator and external microwave drives. (b) Excitation 

space for the combined system of two Xmon and resonator. States marked red form the 

computational basis for the two-qubit holonomic √𝑆𝑊𝐴𝑃 gate.                                                                                                                                                                                                                                         

3.6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介绍了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NHQC) 的研究现状以及

存在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提出一种可优化的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 (NHQC+) 

新方案。NHQC+ 利用逆向设计脉冲的思路去构造几何量子门。因此，新方案不

再要求量子系统的动力学相位时时刻刻都为零，而是放松为整个演化过程中积

累的动力学相位之和为零。接着，我们给出一个三能级的例子去阐述 NHQC+

方案，并且利用金刚石氮-空位色心给出了单比特和非平凡两比特的物理实现模

型。利用现有的实验数据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了 NHQC+ 方案相比于 

NHQC以及 DG 更加鲁棒。该成果发表在 Phys. Rev. Lett. (2019),123(10):100501。 

然后，我们联合南科大陈远珍老师组利用可扩展的超导量子比特系统对

NHQC+方案进行了实验验证。我们首先验证了 NHQC+ 方案仅通过一次演化

就可以实现任意的单比特和乐量子门。其次，我们利用量子过程层析技术去表

征了和乐量子门的性能。最后，我们实验证实了 NHQC+ 及其优化方案相对于 

NHQC 方案对控制误差有很好的鲁棒性，因此该方案对于实现容错量子计算有

重要意义。该成果发表在 Phys. Rev. Lett. (2019),122(8):0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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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抑制态泄露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 

4.1 引言 

在前一章节中，我们介绍了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NHQC+) 理论

方案以及在超导量子比特系统中的实验实现。实验结果显示 NHQC+ 方案比常

规的 NHQC 方案有更好的鲁棒性。然而，在超导量子系统中，无论是 NHQC+

方案还是 NHQC 方案的量子门保真度都比标准动力学门要低。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由于系统的非线性 α 较小，因而并不能很好的满足条件 |𝛼| ≫ |Ω0,1(𝑡)|。

在此情况下，量子比特态的泄露以及能级之间串扰耦合将降低 NHQC+ 和

NHQC 几何量子门的保真度。另一方面，在二能级体系中，标准动力学门构建

过程中也会存在量子比特态泄露到高能级的情况。研究者们提出通过绝热门脉

冲的导数减少 DRAG (derivative reduction by adiabatic gate) 方法修正脉冲波形

从而抑制泄露对超导动力学量子门的影响。上述方法已帮助推动超导量子比特

中的单个比特量子门保真度超过 99.9％。除此之外，也有利用量子优化控制技

术去修正脉冲提高量子门的保真度。 

受到以上的工作启发，在本章中，我们提出基于 DRAG 和量子优化控制技

术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通过优化实验微波操控参数来压制量子比特态泄漏

到计算基之外的空间，同时能够达到减少能级之间串扰耦合的目的。利用现有

的超导参数模拟，我们发现在没有退相干的情况下非绝热和乐量子单比特量子

门的保真度同样可以达到 99.9% 以上。同时也通过实验验证了新方案对泄露误

差有很好的压制效果。 

4.2 物理模型与哈密顿量 

类似于上一章节的模型，这里依旧考虑一个超导 Xmon 量子比特系统，但

是系统的非线性 (能级之间的频率差) α 不是很大。如图 4-1 (a) 所示，系统最

低的四个能级被表示为 {|𝑔⟩, |𝑒⟩, |𝑓⟩, |ℎ⟩}，其中基态  |𝑔⟩ ≡ |0⟩  和第二激发态 

|𝑓⟩ ≡ |1⟩ 作为一个计算基子空间，第一激发态 |𝑒⟩ 和第三激发态表示非计算基

子空间。该系统由两束微波脉冲共振驱动 |0⟩ ↔ |𝑒⟩  和 |e⟩ ↔ |1⟩  的转移。 哈

密顿量在基 {|𝑔⟩, |𝑒⟩, |𝑓⟩, |ℎ⟩} 可以表示为： 

𝐻(𝑡) = 𝐻0 + (∑ √𝑚 + 1𝑓|𝑚⟩⟨𝑒| + √3𝑓|1⟩⟨ℎ|𝑚=1
𝑚=0 + 𝐻. 𝑐. )     (4-1) 

其中， 

𝐻0 = 𝜔0|𝑒⟩⟨𝑒| + (𝜔0 + 𝜔1)|1⟩⟨1| + (𝜔0 + 𝜔1 + 𝜔2)|ℎ⟩⟨ℎ|    (4-2a) 



哈尔滨工业大学理学博士学位论文 

- 38 - 

 

𝑓 = Ω0cos(𝜔0𝑡 + 𝜙0) + (Ω1/√2)cos(𝜔1𝑡 − 𝜙1)           (4-2b) 

这里 Ω0(𝑡)，𝜙0,1(𝑡)，𝜔0,1 分别表示微波驱动的振幅、相位以及频率，相应的转

移能量可以用 𝜔0,1,2 表示。这里基态的能量已设为零，Xmon 的内在非线性为

α = 𝜔1 − 𝜔0。在旋转波近似和相互作用绘景框架下，系统的哈密顿量可以表示

为： 

𝐻(𝑡) =
1

2
[∑ Ω𝑚
𝑚=1
𝑚=0 𝑒−𝑖𝜙𝑖(𝑡)|𝑚⟩⟨𝑒| + 𝐻. 𝑐. ] + 𝐻𝑙𝑒𝑎𝑘(𝑡)         (4-3) 

这里 𝐻leak(𝑡) 描述了由高激发能引起的交叉耦合和量子比特态泄漏，如图 4-1 

(a) 所示。𝐻𝑙eak 具体形式为： 

𝐻𝑙𝑒𝑎𝑘(𝑡) = (
Ω1

2√2
𝑒𝑖[𝜙1(𝑡)+αt]|0⟩ +

1

2
Ω0𝑒

𝑖[𝜙0(𝑡)+αt]|1⟩) ⟨𝑒| + 𝑀|1⟩⟨ℎ| + 𝐻. 𝑐.  

(4-4) 

其中 𝑀 = √3/2Ω0𝑒
𝑖[𝜙0(𝑡)+2αt] + √3/2Ω0𝑒

−𝑖[𝜙0(𝑡)−αt]。对于情况下，高阶振荡项

𝐻𝑙eak(𝑡) 可以被忽略。为实现 NHQC+ 方案的，我们同样把两束微波脉冲参数

化为： Ω0(𝑡) = sin
𝜃

2
𝑒𝑖𝜙0(𝑡)和 Ω1(𝑡) = cos

𝜃

2
𝑒𝑖[𝜙0(𝑡)+𝜙]，相位 𝜙 = 𝜙1(𝑡) − 𝜙0(𝑡) 

和 휃 是一个不含时间的常数。为此，可以得到以下有效二能级哈密顿量 

𝐻𝑒(𝑡) =
1

2
[Ω(𝑡) cos𝜙0(𝑡)�̂�1 + Ω(𝑡) sin𝜙0(𝑡)�̂�2]           (4-5) 

其 中  �̂�1 ≡ (|𝑏⟩⟨𝑒| + 𝐻. 𝑐.)， �̂�2 ≡ (𝑖|𝑏⟩⟨𝑒| + 𝐻. 𝑐.)  和  �̂�3 ≡ (|𝑏⟩⟨𝑏| −|𝑒⟩⟨𝑒|)是 

SU(2) 的 2 × 2 矩阵的生成元，满足对易关系 [�̂�a, �̂�b] = 𝑖𝜖
𝑎𝑏𝑐�̂�c。这里不含时的

“ 明态 ” 表示为  |𝑏⟩ = sin
𝜃

2
|0⟩ + cos

𝜃

2
𝑒𝑖𝜙|1⟩。注意相应的  “ 暗态 ” |𝑑⟩ =

cos
𝜃

2
|0⟩ − sin

𝜃

2
𝑒𝑖𝜙|1⟩ 是解耦于|𝑏⟩ 和 |𝑒⟩ 态之间的动力学过程。对于 SU(2) 对

称的有效哈密顿量 𝐻𝑒(𝑡)，其对应的动力学不变量 𝐼(𝑡)  在 {|𝑏⟩, |𝑒⟩}  基下可以

表示为： 

𝐼(𝑡) =
𝐺0
2
(cos 휂 sin 𝜒 �̂�1 + sin 휂 sin 𝜒�̂�2 + cos 𝜒 �̂�3) 

  =
𝐺0

2
(
cos 𝜒 sin 𝜒𝑒−𝑖𝜂

sin 𝜒 𝑒𝑖𝜂 −cos 𝜒
)                        (4-6) 

这里为了让 𝐼(𝑡) 无量纲，𝐺0 可以取任意一个常数。更明确地，可以把动力学

不变量 𝐼(𝑡) 进一步写在 {|0⟩, |1⟩, |𝑒⟩} 基下为： 

𝐼(𝑡) =

(

 
 

−cos 𝜒 sin2
𝜃

2
sin 𝜒 sin

𝜃

2
𝑒−𝑖𝜂 −

1

2
cos 𝜒 sin 휃 𝑒−𝑖𝜙

sin 𝜒 sin
𝜃

2
𝑒𝑖𝜂 cos 𝜒 sin 𝜒 cos

𝜃

2
𝑒−𝑖(𝜂−𝜙)

−
1

2
cos 𝜒 sin 휃 𝑒𝑖𝜙 sin 𝜒 cos

𝜃

2
𝑒𝑖(𝜂−𝜙) −cos 𝜒 cos2

𝜃

2 )

 
 

    (4-7) 

 



  第 4 章 抑制态泄露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 

- 39 - 

 

 
图 4-1 我们方案物理实现示意图。(a) 在这个工作中，非绝热和乐量子门方案使用超导三

能级 Xmon 共振来实现。这里的两束微波脉冲的拉比频率分别为 Ω0(𝑡) 和 Ω1(𝑡)。(b) 交

叉耦合和高能级泄露在一个具有弱非线性 𝛼 的超导多能级 Xmon 系统中。例如，在图 

(a) 中，斯托克斯微波脉冲 Ω1(𝑡) 共振耦合 |𝑒⟩ 和 |1⟩，实际上 Ω1(𝑡) 也以非共振的方

式耦合 |0⟩ 和 |𝑒⟩ 在 Xmon 系统中。(c) 和乐量子门的概念解释。 

Fig. 4-1 Illustration of our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a) HQC scheme using resonate three 

levels of a superconducting Xmon qubit as proposed in this work. Two pulses with Rabi 

frequencies of Ω0(𝑡) and Ω1(𝑡) are used. (b) Cross coupling and leakage to higher level in a 

many-level system with weak anharmonicity α in an Xmon type of superconducting device. 

For example, the Stokes pulse Ω1(𝑡) that resonantly couples |𝑒⟩ and |1⟩ in (a) can now also 

introduce an off-resonant coupling between |0⟩ and |𝑒⟩ in an Xmon. (c) Conceptual 

explanation for holonomic quantum gate. 

 

由于哈密顿量 𝐻𝑒(𝑡)  和动力学不变量 𝐼(𝑡) 满足关系式 
dI

dt
=
𝜕𝐼

𝜕𝑡
+ 𝑖[𝐻𝑒 , I] , 因此

可以得到含时参数 𝜒(𝑡) 和 휂(𝑡) 满足以下微分方程： 

Ω(𝑡) = �̇�/ sin(𝜑 − 휂)，𝜑0(𝑡) = 휂 − tan
−1(�̇�/ 휂̇tan 𝜒)          (4-8) 

动力学不变量 𝐼(𝑡) 的本征态由下式给出 

|𝜙1(𝑡)⟩ = (cos
𝜒

2
𝑒−𝑖

𝜂

2 , sin
𝜒

2
𝑒𝑖
𝜂

2)
𝑇

                      (4-9a) 

|𝜙2(𝑡)⟩ = (sin
𝜒

2
𝑒−𝑖

𝜂

2 , −cos
𝜒

2
𝑒𝑖
𝜂

2)
𝑇

                    (4-9b) 

4.3 泄露抑制非绝热和乐量子门 

4.3.1 构建单比特量子门 

为了实现非绝热和乐量子门，我们需要选择动力学不变量 𝐼(𝑡) 的一个本征

态 |𝜙1(𝑡)⟩ 作为辅助态，并且满足以下可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条件：(1) 

循 环 演 化 条 件 Π1(0) = Π1(𝜏) = |𝑏⟩⟨𝑏| , (2) 冯 诺 依 曼 方 程  (𝑑/𝑑𝑡)Π𝑘(𝑡) =

−𝑖[𝐻𝑒(𝑡), Π𝑘(𝑡)]，其中Π𝑘(𝑡) = |𝜙𝑘(𝑡)⟩⟨𝜙𝑘(𝑡)|。(3) 动力学相位的累积消失 𝛾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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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𝜙1(𝑡)|𝐻𝑒(𝑡)|𝜙1(𝑡)⟩𝑑𝑡 = 0
𝜏

0
。 与上一章节参数选择不同，这里我们选择辅助参

数为 𝜒(𝑡) = 𝜋/2[1 − cos(2𝜋𝑡/𝜏)] 来满足循环演化条件。 经过循环演化过程并

利用自旋回波技术消除动力学相位后，最后的时间演化算符在 {|𝑏⟩, |𝑑⟩} 基下可

以表示为：𝑈(𝜏) = 𝑒𝑖𝛾|𝑏⟩⟨𝑏| + |𝑑⟩⟨𝑑|，这里 𝛾 是几何相位。由此，忽略一个整体

相位，可以得到非绝热和乐量子门在 {|0⟩, |1⟩} 计算基下为： 

  𝑈𝛾,θ,ϕ = (
cos

𝛾

2
− 𝑖sin

𝛾

2
cos휃 −𝑖sin

𝛾

2
sin휃𝑒−𝑖ϕ

−𝑖sin
𝛾

2
sin휃𝑒𝑖ϕ cos

𝛾

2
+ 𝑖sin

𝛾

2
cos휃

)         (4-10) 

公式 (4-10) 可构造任意的单比特量子门。 

4.3.2 数值模拟和分析 

这里我们将数值模拟非绝热和乐量子门的性能。同样地考虑到不可避免的

环境噪声会导致量子系统退相干，我们使用以下量子主方程来模拟和乐量子门

的性能。这里量子主方程可以表示为： 

�̇�(𝑡) = 𝑖[𝜌(𝑡), 𝐻𝐼(𝑡)] +
1

2
[Γ1ℒ(𝜆

+) + Γ2ℒ(𝜆
𝑧)]              (4-11) 

其中 𝜌(𝑡) 是所考虑系统的密度矩阵，ℒ(𝐴) = 2𝐴𝜌𝐴+ − 𝐴+𝐴𝜌 − 𝜌𝐴+𝐴 是超算符，

𝜆+ = |0⟩⟨𝑒| + √2|𝑒⟩⟨1| + √3|1⟩⟨ℎ|和𝜆𝑧 = |𝑒⟩⟨𝑒| + 2|1⟩⟨1| + 3|ℎ⟩⟨ℎ|  分别是衰减和

退相位算符。另外，Γ1 和 Γ2 是四能级系统 {|0⟩, |𝑒⟩, |1⟩, |ℎ⟩} 的退相干参数。在

我们的数值模拟中，使用了以下现有的实验参数。 非线性 𝛼，量子门操作时间 

𝜏 以及退相干参数 Γ1,2 分别为 𝛼 = 2𝜋 × 225MHz、𝜏 = 30𝑛𝑠 和 Γ1 = Γ2 = 2𝜋 ×

4 kHz。这里通过分别设置初态 |𝜓(0)⟩ = |0⟩  和 |𝜓(0)⟩ = (|0⟩ + |1⟩)/√2来分别

调查 Z (𝑈𝜋,0,0) 量子门和 H (𝑈𝜋,𝜋/4,0) 量子门的性能。如图 4-2 (a) 和 4-3 (a)，我

们画出了 Z 和 H 门演化过程的态布局数和保真度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图像。数值

结果显示，在 t = τ 时刻，Z 和 H 门的态保真度分别为 94.36% 和 96.86%。另

外，我们也调查了 Z 和 H 门保真度 F𝑔 =
1

2𝜋
∫ ⟨𝜓𝐼|𝜌|𝜓𝐼⟩𝑑Θ
2𝜋

0
 通过设置初态为 

|𝜓(0)⟩ = sinΘ|0⟩ + cos Θ|1⟩。如图 4-2 (d) 和 4-3 (d) 所示，Z 和 H 门的态保真

度分别为 97.12% 和 97.84%。通过数值分析，发现 |ℎ⟩ 非计算基态以上高能级

量子态引起的高阶振荡项仅会导致 0.01% 门误差。由此，可以合理地忽略掉这

些高能级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造成量子门保真度降低的主要因素，我们首

先考虑环境退相干因素的影响通过设置 Γ1,2 = 0 和 Γ1,2 ≠ 0。 通过对比图 4-2 

(c) 和 4-2 (d) 与图 4-3 (c) 和 4-3 (d)，可以清晰地知道，在目前的框架里，退相

干对门保真度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在有退相干的情况下，我们接着考虑量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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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和乐 Z 量子门性能图。在初态为 (|0⟩ + |1⟩)/√2 的情况下，(a) HQC 和 (b) 

HQC+OP 量子 Z 门的态布局数和保真度随时间 t/τ 变化的情况。在图 (c) 和 (d) 中，

HQC，HQC + DRAG，和 HQC+ OP 量子 Z 门非保真度 (1 − 𝐹𝑔) 的动力学随不同退相干

和泄露参数变化的情况。 

Fig. 4-2 Illustr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holonomic Z gate. State population and 

fidelity dynamics: (a) Z gates of HQC (without optimization) and (b) HQC+ OP (with 

optimization), as a function of t/τ with the initial state being (|0⟩ + |1⟩)/√2. The dynamics of 

the Z gate infidelities (1 − 𝐹𝑔) of HQC, HQC + DRAG, and HQC+ OP with different settings of 

decoherence and leakage parameters in (c), (d). 

 

特泄露和能级间的串扰的影响通过设置参数 𝐻𝑙𝑒𝑎𝑘 = 0。在忽略高阶振荡项的影

响后，我们可以得到 Z 和 H 门的门保真度分别高达 99.93% 和 99.92%。因

此，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对总误差百分比的贡献来构造 Z 和 H 门的所占比例，

其中泄漏误差为 (97.6％,96.3％) 和退相干误差为 (2.4％,3.7％)。 

4.3.3 优化控制抑制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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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和乐 H 量子门性能图。在初态为 |0⟩ 的情况下，(a) HQC 和 (b) HQC+OP量子 

H 门的态布局数和保真度随时间 t/τ 变化的情况。在图 (c) 和 (d) 中，HQC，HQC + 

DRAG, 和 HQC+ OP 量子 H 门非保真度 (1 − 𝐹𝑔) 的动力学随不同退相干和泄露参数变

化的情况。 

Fig. 4-3. State population and fidelity dynamics: (a) Hardmard gates of HQC and (b) HQC+ 

OP, as a function of t/τ with the initial state being |0⟩. The dynamics of the Hardmard gate 

infidelities of HQC and HQC + OP, HQC + DRAG, with different settings of decoherence and 

leakage parameters in (c), (d). 

 

为了减少泄漏误差的影响，我们把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和绝热门脉冲的导

数减少 (DRAG) 以及量子优化控制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称为 HQC + DRAG 和

HQC + OP，来修正脉冲波形从而提高和乐量子门的保真度。这里优化的目的是

实现一个和乐量子门 𝑈ℎ𝑜𝑙 ≡ 𝑈𝛾,θ,ϕ 仅在计算基子空间 {|0⟩, |1⟩}。这里通过调节

微波脉冲的振幅 Ω0,1(𝑡) 和相位 𝜙0,1(𝑡) 来实现以下想要的量子操作， 

𝑈𝑡𝑎𝑟𝑔𝑒𝑡(𝜏) = 𝒯𝑒
−𝑖 ∫ 𝐻(𝑡)𝑑𝑡

𝜏
0 = 𝑒𝑖𝛿𝑈ℎ𝑜𝑙(𝜏)⨁𝑈𝑜𝑢𝑡(𝜏)           (4-12) 

这里 𝒯 是时序算符，𝑈𝑜𝑢𝑡(𝜏) 表示计算基外的演化算符，𝛿 表示一个全局相位。 

我们首先介绍 HQC + DRAG 方案。通过 DRAG 优化控制技术，进一步优

化 Z 和 H 门的门保真度。对于 Z 门的优化，我们只需要考虑优化一束微波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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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1(𝑡)。因此，DRAG 修正的脉冲可以表示为： 

Ω̃1 = [(𝑋1 + 𝜐1�̇�1/2𝛼)
2
+ (𝑌1 − 𝜐2�̇�2/2𝛼)

2
]
−1/2

       (4-13a) 

ϕ̃1 = tan
−1[(𝑌1 − 𝜐2�̇�2/2𝛼)/(𝑋1 + 𝜐1�̇�1/2𝛼)]         (4-13b) 

其中 𝑋𝑖 ≡ Ω𝑖(𝑡) cos 𝜙𝑖(𝑡)，𝑌𝑖 ≡ Ω𝑖(𝑡) sin𝜙𝑖(𝑡)。 这里 𝜐1,2 是不含时的评估参数。

事实上，根据 DRAG 优化技术，我们可以通过数值优化参数 𝜐1,2 来压制不想

要的转移 |0⟩ ↔ |𝑒⟩ 和 |1⟩ ↔ |ℎ⟩。然而，由于上述的跃迁会产生交流斯塔克相

位误差，进而导致几何相位 𝛾 出现偏差。为了减少上述误差对 Z 门保真度影

响， 在这里，通过修改相位参数 휂𝑔 = 𝛾 来抑制相位误差。 如果需要同时抑制

泄露和相位两种误差，我们需要通过数值优化技术确定参数 𝜐1,2 和 휂𝑔 使 Z 门

保真度最大。经过上述优化后，发现 Z 门保真度可以明显地改善。在参数 𝜐1 =

0，𝜐2 = 0.1 和 휂𝑔 = 1.15𝜋 的情况下，Z 门保真度从 97.12% 提高到了 99.76%，

结果如图 4-2 (c) 和 (d) 所示。 

 除了以上的优化外，如果要对 H 门进行优化，我们还需优化额外的参数即 

Ω0(𝑡) 和 ϕ0(𝑡)。利用 DRAG，可以得到 

Ω̃0 = [(𝑋0 + 𝜐3�̇�0/2𝛼)
2
+ (𝑌0 − 𝜐4�̇�0/2𝛼)

2
]
−1/2

       (4-13a) 

ϕ̃0 = tan
−1[(𝑌0 − 𝜐4�̇�0/2𝛼)/(𝑋0 + 𝜐3�̇�0/2𝛼)]         (4-13b) 

这里 𝜐1,2 也是不含时的评估参数。用类似于 Z 门的优化方法，发现 H 门保真

度同样可以明显地改善。在参数 𝜐1 = 0，𝜐2 = 1.9，𝜐3 = −5.5，𝜐4 = 5.5 和휂𝑔 =

1.06𝜋 的情况下，Z 门保真度从 97.84% 提高到了 99.69%，结果如图 4-3 (c) 和 

(d) 所示。接下来，介绍第二种方案 HQC + OP 方案。受到 DRAG 方法的启发，

我们向微波脉冲振幅 Ω0,1(𝑡)  添加了两个不同的正交分量，并具有两个与时间

无关的评估参数 𝛽1 和 𝛽2。通过此设置，HQC + OP 的修正脉冲由下式给出： 

Ω̃𝑖 = Ω𝑖(𝑡) + 𝑖𝛽𝑖+1|Ω𝑖(𝑡)|， 𝑖 = 0,1              (4-14) 

这里评估参数 𝛽1 和 𝛽2 同样是由数值优化方法确定。利用公式 (4-14) 对 Z 门

进行优化。当评估参数和相位被分别设置为  𝛽1 = 0，𝛽2 = −0.130  和  휂𝑔 =

0.07𝜋 时，发现 Z 门的态保真度和门保真度可以从 (94.36%, 97.12%) 提高到

 (99.85%, 99.73%)，结果如图 4-2 (b) 和 (d) 所示。为了优化 H 门，我们数值

选取 𝛽1 = −0.33，𝛽2 = −0.085 和 휂𝑔 = 0.983𝜋 来减少高阶振荡导致的泄露误

差和相位误差。在取上述优化参数的情况下，发现 H 门的态保真度和门保真度

可以显著地分别从 (96.86%, 97.84%) 提高到 (99.85%, 99.84%)，结果如图 4-3 

(b) 和 (d) 所示。为了进一步说明 HQC+OP 优化控制方法的实用性，我们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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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退相干效应的情况下，画出门保真度随超导量子比特的门时间 𝜏 和非线性 𝛼 

变化函数图形。在图 4-4 (a) 和 (b) 中, 在选择合适的参数情况下，发现非绝热

和乐量子门的门保真度总是可以进一步提高。在表 4-1 和图 4-4 (c) 和 (d) 中给

出了相关的优化评估参数 𝛽1，𝛽2 和相位 휂𝑔。如图 4-4 (a) 所示，发现 HQC+OP

方案在选定最佳参数  𝛽1，𝛽2  情况下存在一个非常短的量子门操作时间  𝜏 =

30𝑛𝑠 可以平衡泄漏误差和退相干效应。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方法中提出

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可以有效地提高门的保真度。通常，HQC + OP 和 HQC + 

DRAG 均可提高和乐量子门的门保真度。 但是，与 HQC + DRAG 相比，HQC 

+ OP 方案需要优化较少的参数。 因此，HQC + OP 易于以更少的资源进行实验

实现。 

 

图 4-4 HQC 和 HQC + OP 量子 H 门的性能。在考虑退相干的情况下，门非保真度动力

学随 (a) 操作时间 τ 和 (b) 非线性 α 的变化情况。优化参数 𝛽1,2 和 휂𝑔 随 (c) 操作

时间 τ 和 (d) 非线性 α 的变化情况。 

Fig. 4-4 The Hardmard performances of HQC and HQC + OP. The gate infidelities as functions 

of (a) time τ and (b) anharmonicity α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decoherence effect. The 

optimal parameters 𝛽1,2 vary with  (c) time τ and (d) anharmonicity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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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H 门优化控制参数 𝛽1,2 和 휂𝑔 随操作时间 τ 和非线性 α 的变化情况。 

Table 4-1 Control parameters of optimal pulses 𝛽1,2 and 휂𝑔 for Hardmard gate vary with gate 

time τ and anharmonicity α. 

4.3.4 实验结果和分析 

在本节中，将通过超导 Xmon 量子比特来实验展示 HQC 和 HQC + OP 和乐

量子门布局数和态保真度演化的情况。Xmon 量子比特的四能级是用𝜔0𝑒/2𝜋 =

4.7114GHz, 𝜔1𝑒/2𝜋 = 4.4336GHz 和 𝜔1ℎ/2𝜋 = 4.1146GHz 来特征。这里，Xmon

量子系统第三能级非线性 α 是近似为 α/2𝜋 = −0.227GHz。系统的相干时间为

 𝑇1
0𝑒 = 11.37𝜇𝑠 , 𝑇1

𝑒1 = 8.82𝜇𝑠 , 𝑇1
1ℎ = 7.66𝜇𝑠 , 𝑇1

0𝑒 = 0.87𝜇𝑠 , 𝑇1
0𝑒 = 0.49𝜇𝑠  以及 

𝑇2
1ℎ = 0.20𝜇𝑠。Xmon 量子位的电平间隔可以通过 Z 控制线上的偏置电流进行微

调。控制微波脉冲通过 XY 控制线施加到量子位。然后把量子比特分散耦合到 

λ/4 谐振腔中进行读出，由此可以从传输线输出信号 S21 推断量子系统处于的

状态。 

在实验中，H 门的演化时间设为 𝜏 =  30𝑛𝑠。Xmon 的状态被初始化到叠加

态 (|0⟩ + |1⟩)/√2。经过一个非绝热和乐 H 门，系统的末态应该变为 |0⟩ 态。

优化和乐和没有优化和乐 H 门的布局数的时间依赖性关系，如图 4-5 (a)和 5 (b) 

所示。这里，在优化参数设置为 𝛽1 = −0.24，𝛽2 = −0.055 和 휂𝑔 = 𝜋 情况下，

实验实现优化和乐和没优化和乐 H 门的态保真度分别为 98.2% 和 96.0%。利用

量子主方程，我们得到优化和乐和没有优化的和乐 H 门的数值保真度分别为

98.28% 和 97.3%。数值模拟结果和实验结果吻合的很好。这里，影响保真度的

因素一方面是超导量子芯片的相干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面，是存在不想要的

近邻比特之间的耦合。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其它优化控制技术如动力学解耦脉冲

来进一步提高保真度。 

𝜏  20 25 30 35 40 

−𝛽1 0.47 0.44 0.33 0.28 0.27 

−𝛽2 0.10 0.10 0.085 0.08 0.07 

  휂𝑔/𝜋 0.96 0.97 0.983 0.985 0.985 

𝛼 200 225 250 275 300 

−𝛽1 0.5 0.33 0.4 0.34 0.32 

−𝛽2 0.2 0.085 0.016 0.016 0.014 

휂𝑔/𝜋 0.93 0.983 0.93 0.93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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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在初态为 (|0⟩ + |1⟩)/√2 的情况下，(a) HQC + OP 和 (b) HQC 量子 H 门的态

布局数和保真度随时间 t/τ 变化的情况。点和线分别代表实验数据和数值模拟数据。 

Fig. 4-5 State population and fidelity dynamics of (a) optimal holonomic (HQC-OP) and (b) 

holonomic (HQC) Hadamard gate, as a function of t/τ with the initial state being 

(|0⟩ + |1⟩)/√2. Dots and lines are experimental data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pectively. 

4.4 本章小结 

 本章中，我们构建了在弱的非线性超导 Xmon 量子比特系统中利用量子优 

化控制技术和非绝热非阿贝尔几何相位来实现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主要物理

思想是利用动力学不变量来逆向设计微波脉冲，并且利用动力学不变量的本征

态和“暗态”演化获得的纯的几何相位构建几何量子门。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我

们利用自旋回波技术消除整个演化过程获得的动力学相位。另外，我们首先运

用现有可行的实验参数对上述方案进行了数值模拟。数值结果显示非绝热和乐

量子门的门保真度比较低，这是由于高阶振荡项导致的泄露和能级交叉耦合的

影响。我们给出两种方案去压制泄露和交叉耦合提高门保真度。第一 (二)种方

案 HQC+DRAG (HQC+OP)，我们把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和 DRAG  (量子

优化控制技术) 方案结合起来。经过数值模拟，发现这两种方案都可以有效地

减少泄露和交叉耦合的影响。最后，在超导 Xmon 量子比特系统进行了实验验

证。实验结果和理论结果吻合的非常好，从而验证了方案的可行性。该成果发

表在 Phys. Rev. Applied. 2020, 14(3): 03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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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时间优化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5.1 引言 

常规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NHQC) 和本文前两章提出的可优化非绝热

几何量子计算 (NHQC+) 都是利用非绝热演化过程产生的非阿贝尔和乐来实现

快速和稳定的几何量子门。相比于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可优化非绝热几

何量子计算对实验控制误差更加鲁棒。然而，可优化的几何方案是以牺牲门的

操作时间为代价来提高鲁棒性，因此环境噪声导致的退相干更加敏感。同时，

上述常规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和方案也受到循环演化条件的限制，所有非绝

热和乐量子门的操作时间也要完全相同。换句话说，不管几何旋转的角度是大

还是小，构造量子门演化时间都必须要一致。很显然，对于非绝热和乐量子计

算来说，其量子门的时间也并不是最优的。 

另一方面，在经典世界里，人们经常考虑怎么样才能最快地去自己想要去

的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数学或者物理学研究上被研究者称为“时间优化控制”

问题。对于时间优化控制问题，著名数学家约翰·伯努利提出了最速降线问题。

对于量子信息或者量子调控领域，大家也非常关注如何实现最快的演化操作通

过量子调控技术。近二十年来，量子科学蓬勃发展，时间优化控制问题越来越

受到大家的关注。2007 年，研究者把最速降线问题从经典世界推广到了量子世

界并提出量子最速降线方程 QBE (quantum brachistochrone equation)。2015 年，

电子科技大学的王晓霆教授及其合作者提出了一套有效求解量子最速降线方程

的数值优化方法。利用量子最降速方程，研究者可以解决非常多的时间优化动

力学控制问题。然而，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把量子最速降线方程推广和应

用到几何量子计算。 

受到以上的工作启发，在本章中，我们提出基于量子最速降线方程 QBE 的

非绝热非常规和乐量子计算的新方案。新方案把阿贝尔情况下的非常规几何相

位推广到非阿贝尔情况，也就是非常规非阿贝尔几何相同样不再需要消除动力

学相位的积累而仅仅需要动力学相位和几何相位的比值一个常数。另外，可以

实现非常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的所有量子门都处于最优的时间。更重要的是，

新方案对实验控制噪声也有很好的压制效果。同时联合南京大学于扬老师超导

实验组，利用超导比特进行了实验实现，验证了新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其对噪声

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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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本模型 

类似于 NHQC+ 方案，这里考虑一个一般的含时量子系统，相应的哈密顿

量为 𝐻(𝑡)。假设有一组时间相关的完备量子态 {|𝜓𝑚(𝑡)⟩}，借助于这组量子态，

可以把时间演化算符写成  U(𝑡, 0) = 𝒯𝑒∫ 𝐻(𝑡′)𝑑𝑡′
𝑡
0 = ∑ |𝜓𝑚(𝑡)⟩⟨𝜓𝑚(0)|𝑚 ，这里 

|𝜓𝑚(𝑡)⟩ = 𝒯𝑒
∫ 𝐻(𝑡′)𝑑𝑡′
𝑡
0 |𝜓𝑚(0)⟩  是由薛定谔方程所决定。为了实现非绝热和乐量

子计算，同样可以选择另外一组完备辅助态 {|𝜙𝑚(𝑡)⟩}，满足边界条件 |𝜙𝑚(0)⟩=

|𝜙𝑚(𝜏)⟩ = |𝜓𝑚(0)⟩。利用薛定谔方程和边界条件，由公式 (3-2)，可以得到时间

演化算符在 𝑡 = 𝜏 时刻为： 

𝑈(𝜏) = ∑ [𝒯𝑒𝑖 ∫ 𝐴+𝐾𝑑𝑡
𝜏
0 ]

𝑚𝑙
𝑚𝑙 |𝜓𝑚(0)⟩⟨𝜓𝑙(0)|            (5-1) 

其 中 矩 阵 元 素  𝐴𝑚𝑙(𝑡) ≡ ⟨𝜙𝑚(𝑡)|𝑑𝑡|𝜙𝑙(𝑡)⟩ 和 矩 阵 元 素  𝐾𝑚𝑙(𝑡) ≡

⟨𝜙𝑚(𝑡)|𝐻(𝑡)|𝜙𝑙(𝑡)⟩ 分别表示几何和动力学部分。这里我们把阿贝尔情况下的非

常规几何相位推广到非阿贝尔情况非常规和乐。具体地，限制上述辅助态 

{|𝜙𝑚(𝑡)⟩} 为一组特殊的辅助态  {|𝜙𝑘[𝜆𝑎(𝑡), 휂𝑎(𝑡)]⟩}  (𝑎, 𝑏 = 1,2, … , 𝑛)  ，其中 

𝜆𝑎(𝑡) 和 휂𝑎(𝑡) 是两组独立的参数。 基于上述参数设置，几何部分矩阵元素变

为  𝐴𝑚𝑙(𝑡) = 𝐴𝑚𝑙
𝜆 (𝑡) + 𝐴𝑚𝑙

𝜂
(𝑡) ， 这 里  𝐴𝑚𝑙

𝜆 (𝑡) ≡ ∑ 𝑖𝑎 ⟨𝜙𝑚|𝜕𝑡|𝜙𝑙⟩(𝑑𝜆𝑎/𝑑𝑡)  和

 𝐴𝑚𝑙
𝜂
(𝑡) ≡ ∑ 𝑖𝑎 ⟨𝜙𝑚(𝑡)|𝜕𝑡|𝜙𝑙(𝑡)⟩(𝑑휂𝑎/𝑑𝑡)。 为了使 𝑈(𝜏) 变成纯几何的，这里每

时每刻用 𝐴𝑚𝑙
𝜂
(𝑡) 去抵消动力学部分 𝐾𝑚𝑙(𝑡)，即： 

𝐴𝑚𝑙
𝜂 (𝑡) + 𝐾𝑚𝑙(𝑡) = 0                     (5-2) 

公式 (4-16) 暗示着 𝑈(𝜏) 变成纯几何了，也就是， 

𝑈(𝜏) = 𝒫𝑒𝑖 ∮𝐴𝑚𝑙
𝜆 (𝜆)𝑑𝜆                    (5-3) 

这里 𝒫 代表沿着封闭路径的路径顺序算符。一种满足公式 (4-16) 的参数选择

是 |𝜙𝑎[𝜆𝑎(𝑡), 휂𝑎(𝑡)]⟩ = 𝑒
𝑖𝜆𝑎|𝜓𝑎[휂𝑎(𝑡)]⟩， 其中 |𝜓𝑎[휂𝑎(𝑡)]⟩ 满足薛定谔方程。应

用边界条件，得到非常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变为： 

𝑈(𝜏) = ∑ 𝑒𝑖𝜆𝑎𝑎 |𝜓𝑎(0)⟩⟨𝜓𝑎(0)|                (5-4) 

事实上，在常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类似的表达式，

但需要约束为 𝐾 =  0。但是，本文介绍的非常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消

除了这个约束，这使得我们的方案可与最优控制技术相结合可以抑制不同错误，

例如退相干错误。不可避免地，任何量子物理实现都会受到退相干效应的影响，

降低了目标量子门的保真度，因而使用最短时间的量子操作成为实现高保真度

门的较好选择。为了实现最快的几何量子门，将上述框架结合时间最优控制技

术扩展到时间优化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B-NHQC (brachistochrone NHQC)。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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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最降速方程可以表示为： 

𝑖 ∂𝐹

∂t
= [𝐻, 𝐹]                          (5-5) 

其中，𝐹 = ∂𝐿𝑐/ ∂𝐻, 𝐿𝑐 = ∑ 𝜇𝑗𝑓𝑗(𝐻)𝑗 , 𝜇𝑗 是拉格朗日乘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

不同的驱动哈密顿量 𝐻(𝑡)  参数会使系统的演化遵循不同的路径，但会导致相

同的非常规和乐量子门。通过求解量子最降速方程和薛定谔方程，可以得到时

间最短的路径。对于一个现实的物理系统，总有一个限制，那就是能量带宽 

𝑓0(𝐻) = [𝑇𝑟(𝐻
2) − 𝐸2]/2 是有限的。 

5.3 时间优化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 

5.3.1 构造单比特几何量子门 

 首先在一个三级系统中说明我们上述想法的物理实现，其中基态 |0⟩，|1⟩ 

是被选为量子比特态，而激发态 |𝑒⟩ 是作为一个辅助态，如图 5-1 (a) 所示。该

系统是由两束微波脉冲共振驱动 |0⟩ ↔ |𝑒⟩ 和 |e⟩ ↔ |1⟩ 的转移。系统哈密顿量

在相互作用绘景和旋波近似下，可以表示为： 

     𝐻1(t) =
1

2
∑ Ω𝑚𝑒
𝑚=1
𝑚=0 𝑒−𝑖𝜙𝑖(𝑡)|𝑚⟩⟨𝑒| + 𝐻. 𝑐. 

  = 
Ω(𝑡)

2
 𝑒−𝑖𝜙0(𝑡) (sin

𝜃

2
|0⟩ + cos

𝜃

2
𝑒𝑖𝜙|1⟩) ⟨𝑒| + 𝐻. 𝑐.        (5-6) 

其中 Ω0e(𝑡) , Ω1e(𝑡)  和 𝜙0,1(𝑡)  分别表示微波驱动的振幅和相位，这里 𝜙 =

𝜙1(𝑡) − 𝜙0(𝑡) 和 휃 = 2tan−1[Ω0e(𝑡)/Ω1e(𝑡)] 表示不含时的混合角和相位。回想

一下非传统和乐量子门的构造，我们需要选择一组满足循环条件的辅助状态，

|𝜙𝑚(0)⟩ = |𝜙𝑚[𝜆𝑎(𝜏), 휂𝑎(𝜏)]⟩。这里，选择的辅助态可以表示为： |𝜙0⟩ =

𝑒−𝑖𝜆1|𝜓0[휂𝑏(𝑡)]⟩, |𝜙1⟩ = 𝑒
𝑖𝜆1|𝜓1[휂𝑏(𝑡)]⟩ 和 |𝜙2⟩ = |𝜓2⟩，其中 

|𝜓0[휂𝑏(𝑡)]⟩ = (cos
𝜂1

2
− 𝑖sin

𝜂1

2
cos휂3) 𝑒

𝑖
𝜂2
2 |e⟩ − 𝑖sin

𝜂1

2
sin휂3𝑒

−𝑖
𝜂2
2 |b⟩   (5-7a) 

|𝜓1[휂𝑏(𝑡)]⟩ = (cos
𝜂1

2
+ 𝑖sin

𝜂1

2
cos휂3) 𝑒

−𝑖
𝜂2
2 |b⟩ − 𝑖sin

𝜂1

2
sin휂3𝑒

𝑖
𝜂2
2 |e⟩  (5-7b) 

|𝜓2⟩ = cos
𝜃

2
|0⟩ − sin

𝜃

2
𝑒−𝑖𝜙|1⟩                               (5-7c) 

这里 |𝑏⟩ = sin
𝜃

2
|0⟩ + cos

𝜃

2
𝑒−𝑖𝜙|1⟩ 表示 “明态”。 把公式 (5-7a) 和 (5-7b) 代

入薛定谔方程，可以得到两束微波驱动满足的微分方程为 

Ω(𝑡) = −휂̇1(𝑡)sin휂3，ϕ0(𝑡) = 휂2(𝑡) = 휂1(𝑡)/휂3            (5-8) 

利用公式 (5-7) 和 (5-2)，可以直接计算出动力学 𝐾(t) 和几何部分 𝐴(t)。如 5-

1 (b) 所示，沿着 A → B →A 的路径进行演化，边界条件 휂1(𝜏) = 2𝜋 (|𝜙1(0)⟩ =

|𝑏) 将被满足。因此，非常规的和乐在计算基{|𝜙1(0)⟩, |𝜙2(0)⟩}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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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方案实现示意图。(a) 两束拉比频率分别为 Ω0𝑒(𝑡) 和 Ω1𝑒(𝑡) 微波脉冲共振耦合一

个三能级系统。(b) 在一个布洛赫球上，几何解释 B-NHQC 方案。B-NHQC 方案沿着 

𝐴 ⟶ 𝐵 ⟶ 𝐴 路径进行循环演化。然而常规 NHQC 方案沿着 𝐴 ⟶ 𝐶 ⟶ 𝐴 路径进行循环

演化。 

Fig. 5-1 Illustration of the proposed scheme.  (a) The coupling configuration with two 

microwave fields Ω0𝑒(𝑡) and Ω1𝑒(𝑡) resonantly coupled to the three levels of a quantum 

system.  (b) Geometric illustration of the proposed B-NHQC scheme on the Bloch sphere. The 

state |𝑏⟩ of B-NHQC undergoes a cyclic evolution A→B→A. However, the conventional 

NHQC takes a cyclic evolution A→C→A. 

 

U(𝜏) = 𝑒𝑖𝛾|𝜙1(0)⟩⟨𝜙1(0)| + |𝜙2(0)⟩⟨𝜙2(0)|               (5-9) 

这里 𝛾 = 𝜆1(𝜏) − 𝜆0(𝜏) = π − 휂2(𝜏)/2  是几何相位。由此，忽略一个整体相位，

可以得到非绝热和乐量子门在 {|0⟩, |1⟩} 计算基下为： 

  𝑈𝛾,θ,ϕ = (
cos

𝛾

2
− 𝑖sin

𝛾

2
cos휃 −𝑖sin

𝛾

2
sin휃𝑒−𝑖ϕ

−𝑖sin
𝛾

2
sin휃𝑒𝑖ϕ cos

𝛾

2
+ 𝑖sin

𝛾

2
cos휃

)           (5-10) 

公式 (5-10) 可构造任意的单量子位门。此外，我们的方案可以简化为传统的

NHQC 方案，通过简单的设置 휂1 = 𝜋/2 和 휂2 = 0。此时，演化过程满足平行

输运条件，而非常规的演化过程满足平行输运条件，几何相位 𝛾 = 𝜋 变为纯粹

的几何相位。回想一下，为了实现 B-NHQC 门，需要通过求解公式 (5-5) 中的

量子最降速方程来最小化上面所述的量子门时间，以减少退相干效应的影响。

这里，可以简单地设置  Ω(𝑡) = Ω0 来满足能量有限约束，也就是  𝑓0(𝐻) =

[𝑇𝑟(Ω0
2) − 𝐸2]/2。通过求解量子最降速方程，一个最小的时间解为  ϕ0(𝑡) =

휂2(𝑡) = 2(𝛾 − 𝜋)𝑡/𝜏, 这里最小操作时间为 𝜏 = 2√𝜋2 − (𝜋 − 𝛾)2/Ω0。我们可以

发现非常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的最小时间是随几何相位  𝛾 递减的。此外，将

B-NHQC 与复合脉冲策略相结合，可以增强 B-NHQC 对系统控制误差的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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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B-NHQC, CB-NHQC, NHQC 和 C-NHQC 各种方案的 (a) 无量纲量子门的时间 

和 (b) 中间态布局数的积分随几何旋转角 𝛾 的变化情况。 

Fig. 5-2 (a) The dimensionless gate time and (b) the integrated excited-state population 𝑃𝑒
𝐼 of 

B-NHQC, CB-NHQC, NHQC and C-NHQC schemes with respect to the rotation angel 𝛾. 

 

性，我们称之为 Composite B-NHQC (CB-NHQC)，类似于复合 NHQC (C-NHQC) 

的情况。为了实现这一点，把 CB-NHQC 演化过程分为两段 (0, τ) 和 (τ, 2τ)。

在第一段  t ∈ (0, τ)，设置相位  ϕ0(𝑡) = 2(𝛾/2 − 𝜋)𝑡/𝜏，  相应的演化算符为

 𝑈𝛾/2,θ,ϕ。第二段 t ∈ (τ, 2τ)，设置相位 ϕ0(𝑡) = 𝜋 + 2(𝛾/2 − 𝜋)𝑡/𝜏，相应演化算

符为 −𝑈𝛾/2,θ,ϕ。因此，得到的 CB-NHQC 门为 𝑈𝛾,θ,ϕ
𝑐 = −[𝑈𝛾/2,θ,ϕ]

2
。如图 5-2 (a) 

所示，画出 B-NHQC，CB-NHQC，C-NHQC 和 NHQC 的演化时间 τ  随其相

应的几何相位 𝛾 变化。可以清晰地发现 B-NHQC 有最短的时间相比于其它的

方案。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相比于 C-NHQC 和 NHQC 方案， B-NHQC 和 CB-

NHQC 方案可以减少中间态 |e⟩ 的布局数，这有利于减少激发态的衰减，结果

如图 5-2 (b) 所示。 

5.3.2 构造两比特几何量子门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具体讨论如何实现一个非平庸的两比特控制相位门在

超导量子线路中。在此之前，先介绍下非常规非绝热和乐单比特量子门在超导

系统中如何实现。如图 5-4 (a) 所示，考虑系统最低的四个能级，他们被表示为 

|𝑔⟩，|𝑒⟩，|𝑓⟩ 和 |ℎ⟩，其中基态 |𝑔⟩ ≡ |0⟩ 和第二激发态 |𝑓⟩ ≡ |1⟩ 作为一个计

算基子空间, 第一激发态 |𝑒⟩ 和第三激发态  |ℎ⟩ ≡ |2⟩  表示非计算基子空间。 

在相互作用绘景中，对应的哈密顿量近似由式 (5-6) 给出。因此，可以利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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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a) 扩展我们的物理方案，2D 方格子包括电容耦合超导 Xmon 量子比特，其中

Xmon 量子比特用填充圆表示。(b) 由两个电容耦合的量子位组成的电路示意图，其中 

𝑄2 被交流磁通量偏置以周期性地调制其跃迁频率。 

Fig. 5-3 (a) Scale-up of our physical scheme, the 2D square qubit lattice includes capacitively 

coupled superconducting Xmon qubits, where the Xmon qubits are denoted by filled circles. (b) 

Schematic of our circuit consisting of two capacitively coupledqubits, where  𝑄2 is biased by 

an ac magnetic flux to periodicallymodulate its transition frequency.  

 

导器件实现 B-NHQC单量子比特门。非平庸的两量子比特量子门可以在两个电

容耦合的 Xmon 比特上实现，分别表示为 Q1 和 Q2，如图 5-3 (b) 所示。两

量子比特的哈密顿量可以写成： 

𝐻𝑠𝑦𝑠(𝑡) = ∑ 𝐻𝑄𝑘 + 𝐻𝑄𝑐𝑘=1,2                      (5-10) 

这里，𝐻𝑄𝑘 表示第 k 个比特的自由哈密顿量，𝐻𝑄𝑐 表示两比特耦合的哈密顿量

并且 

𝐻𝑄𝑘 = 𝜔𝑄𝑘|𝑒⟩⟨𝑒| + (2𝜔𝑄𝑘 + 𝛼𝑘)|1⟩⟨1| + (2𝜔𝑄𝑘 + 3𝛼𝑘)|2⟩⟨2|  (5-11a) 

   𝐻𝑄𝑐 = 𝑔12(𝑏1⨂𝑏2
+ + 𝐻. 𝑐. )                             (5-11b) 

其中 𝜔𝑄𝑘  是量子比特的共振频率，𝛼𝑘 表示非线性项，𝑏𝑖 (𝑏𝑖
+) 是量子比特的下

降和上升算符，𝑔12 表示两个比特之间的耦合强度。为了使两个量子比特之间 

的耦合可调，在 Q2 量子比特上加一个交流磁通，并且周期性地调制其本 

征频率，即 𝜔𝑄𝑘(𝑡) = 𝜔𝑄𝑘 + 𝜖 sin 𝜐𝑡，这里，𝜖 和 𝜐 分别是调制振幅和相位。在 

相互作用绘景中，系统的哈密顿量可以表示为： 

𝐻𝐼(𝑡) = √2𝑔12𝑒
𝑖𝛽 cos𝜐𝑡[𝑒𝑖(Δ1−𝛼2)𝑡|𝑒𝑒⟩⟨01| + 𝑒𝑖(Δ1−𝛼1)𝑡|11⟩⟨𝑒2|] +  

      √6𝑔12𝑒
𝑖𝛽 cos𝜐𝑡[𝑒𝑖(Δ1−𝛼2+2𝛼1)𝑡|2𝑒⟩⟨11| + 𝑒𝑖(Δ1−2𝛼1+𝛼2)𝑡|10⟩⟨𝑒𝑒| + 𝐻. 𝑐.]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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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Δ1 = 𝜔𝑄1 − 𝜔𝑄2，𝛽 = 𝜖/𝜐。从上述哈密顿量可以看出，通过选择不同的驱

动频率𝜐，在两个或四个激发子空间中都可以产生共振相互作用。当参数 Δ1 设

置 为 𝜐 + 𝛼2 + 𝜇 ， 并 且 忽 略 高 阶 震 荡 项 ， 有 效 哈 密 顿 量 在 子 空 间 

{|01⟩, |11⟩, |e2⟩, |𝑒𝑒⟩} 可以写为 

𝐻𝑒(𝑡) =
�́�12

2
[𝑒𝑖𝜇𝑡|𝑒𝑒⟩⟨01| + 3𝑒𝑖(𝛼1−𝛼2)𝑡𝑒𝑖𝛽 cos𝜐𝑡|11⟩⟨𝑒2| + 𝐻. 𝑐.]   (5-13) 

这里，�́�12 = 2√2𝑔12𝐽(𝛽)，𝐽1(𝛽) 是第一类贝塞尔函数。与单比特相位门的情况

一样，通过求解量子最降速方程，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两量子位纠缠

门。这里，同样可以得到两比特量子门演化的最短时间 𝜏2 = 2√𝜋2 − (𝜋 − 𝛾)2/

�́�12 通过选取 𝜇 = 2(𝜉 − 𝜋)𝑡/𝜏2。经过分别在子空间 {|01⟩, |𝑒𝑒⟩}  和 {|11⟩, |e2⟩} 

中的循环演化，可以得到两个几何相位 𝜉1 和 𝜉2。因此，其对应的演化算符在

两比特计算基子空间 {|00⟩, |01⟩, |10⟩, |11⟩} 可以表示为： 

𝑈𝐸 = 𝑑𝑖𝑎𝑔(1, 𝑒
𝑖𝜉1 , 1, 𝑒𝑖𝜉2)                  (5-14) 

这里, 𝑑𝑖𝑎𝑔  表示矩阵的对角元素。事实上，只要条件 𝜉1 ≠ 𝜉2  满足，公式 (5-

14) 就是一个非平庸的两量子比特几何量子门。 

5.4 数值模拟和分析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数值模拟时间优化非常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的性能和

鲁棒性。在模拟中，我们从最近的实验中选择参数，取相同的量子比特的衰减

和退相位参数为  𝛾1 = 𝛾2 = 𝛾 = 2Ω0 × 10
−3。我们首先考查非常规和乐 

𝑇 (𝑈𝜋/4,0,0) 和 √X (𝑈𝜋/2,π/2,0) 的门保真度。如图 5-4，利用现有实验的衰减和

退相位参数为  𝛾1 = 𝛾2 = 2π × 10 KHz, 可以得到  B-NHQC 方案的  𝑇  和  √X 

门保真度可以分别达到 99.90% 和 99.81%。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到 CB-NHQC

方案的 𝑇 和 √X 门保真度可以分别达到 99.92% 和 99.82%。另一方面，针对

实际的超导量子体系，也进行了数值模拟仿真。在具体模拟中，我们选择了一

种简单的脉冲，即 Ω(𝑡) = Ω0 sin
2(𝜋𝑡/𝜏)，去减少高能级泄露以及能级间的交叉

耦合。在选取参数 Ω0 = 2𝜋 × 45 MHz, 𝛾 = 2𝜋 × 4 kHz,𝛼1 = −2𝜋 × 260 MHz, 我

们发现在相同实验条件下，B-NHQC 方案相对于 NHQC 方案有明显改善。具体

地说，单比特和乐  𝑇 门的保真度可以从  98.4% (NHQC) 提高到 99.84% (B-

NHQC)，结果如图 5-5 (a) 所示。相比于常规的 NHQC 方案，我们还发现 B-

NHQC 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B-NHQC 方案随着拉比振幅的增加其保真度没有

很大的变化，因此对高能级泄露以及能级间的交叉耦合比较鲁棒，结果如图 5-

5 (b) 所示。这里鲁棒的原因有可能是其占据中间态的布局数比较少和演化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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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a) B-NHQC 和 (b) CB-NHQC 方案的 𝑇 和 √X 门保真度动力学演化。 

Fig. 5-4 Dynamics of gate fidelities of 𝑇 and √X gates in (a) B-NHQC and (b) CB-NHQC 

schemes. 

 

 

图 5-5 (a) B-NHQC 方案 𝑇 门和两比特量子比特纠缠门保真度随时间的变化。(b) B-

NHQC 和 NHQC 方案 𝑇 门保真度随可调参数 Ω0 的变化。 

Fig. 5-5 (a) The 𝑇 and two-qubit entangled gate fidelities of B-NHQC as a function of the 

time.  (b) The gate fidelities of the B-NHQC and NHQC geometric 𝑇 gates as functions of 

the tunable parameters Ω0. 

 

乐量子门的时间比较短。为了调查两比特纠缠门的性能，选择以下实验参数：

𝛼2 = −2𝜋 × 220MHz, ∆1= 2𝜋 × 146MHz 和 𝑔12 = 2𝜋 × 10MHz。对于一般的初

态 |𝜓(0)⟩ = (cosχ1|0⟩ + sinχ1|1⟩)⨂(cosχ2|0⟩ + sinχ2|1⟩)，两比特量子门保真度定

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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𝐹𝐸
𝑡 = (1/4𝜋2) ∫ ∫ ⟨𝜓𝐸|𝜚2|𝜓𝐸⟩𝑑χ1𝑑χ2

2𝜋

0

2𝜋

0
           (5-15) 

其中，|𝜓𝐸⟩ = 𝑈𝐸|𝜓(0)⟩。 这里 𝑈𝐸 是理想的量子演化算符。从图 5-5 (a) 中可

知，𝑈𝐸 的门保真度可以达到 99.50%。 

现在，开始展示我们的方案在量子门鲁棒性方面的改进。首先，为了研究

对实验控制脉冲误差的鲁棒性，驱动脉冲的幅度以 (1 + 𝛼)𝛺0 的形式变化，其

中误差系数 𝛼 在 [-0.1, 0.1] 变化。此外，还考虑了由比特频率引起的相对频率

失谐误差 δ = βΩ0，其误差系数 β 也在 [-0.1, 0.1] 变化。如图 5-6 所示，我们

画出了 B-NHQC，CB-NHQC，NHQC 和 C-NHQC 方案 𝑇 和 √X 门保真度分

别随拉比频率误差和失谐误差的变化。可以发现，CB-NHQC 方案确实比其他方

案对拉比误差和失谐误差压制效果都更有效。通过对比 B-NHQC 和 NHQC 方

案，我们可以知道通过非常规非绝热和乐构建的几何量子门同样有几何鲁棒性。

实际上，为了说明 B-NHQC 的方案并不是由于其对退相干压制作用带来的，我

们可以通过解析方式理论地计算了 B-NHQC 和 NHQC 对拉比频率控制误差和

失谐误差的鲁棒性，结果如图 5-7 所示。同时我们也为所有的四种几何方案绘

制了 𝑇 和 √X 门的保真度随退相干率 𝛾 变化的情况。 如图 5-6 (e) 和 (f) 所

示，与 NHQC 和 C-NHQC 相比，我们的 B-NHQC 和 CB-NHQC 方案可以极大

地抑制退相干效应。 

5.5 实验结果 

5.5.1 几何量子门旋转 

5.5.1.1 单比特几何量子门旋转 

我们在一个超导量子比特芯片上对时间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进行了演

示，如图 5-8 所示。利用 XY 控制线把微波控制脉冲导入超导三能级系统。与

之前一样，也是通过谐振腔进行读取。具体地操作是把比特分散耦合到 λ/4 谐

振腔中进行读出。 根据从传输线输出信号 S21 推断，可以清楚地判断量子比

特处于的量子状态。这里，设置三能级系统的基态 |𝑔⟩ 和第二激发态 |𝑓⟩ 被选

择作为一个量子比特计算基，|0⟩ ≡ |𝑔⟩，|1⟩ ≡ |𝑓⟩；第一激发态 |𝑒⟩ 作为辅助态。 

利用微波实现态之间共振转移驱动上述三能级体系。该系统的哈密顿量，在相

互作用绘景和旋转波近似情况下和公式 (5-6)形式一样。因此可以用该量子系统

实现时间优化地非绝热和乐量子门：Uγ,θ,ϕ=eiγ/2e-i(γ/2)n∙σ。 任意的单量子位门都可

以用旋转算符 Uγ,θ,ϕ 来描述。在这里，通过展示√X，√𝑌 和 T 的演化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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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非完美情况下的和乐量子门保真度。B-NHQC, CB-NHQC, NHQC 和 C-NHQC 方

案 𝑇 和 √X 门保真度分别随拉比频率误差 (a) 和 (b)，失谐误差 (c) 和 (d)，以及退相

干 (e) 和 (f) 的变化。 

Fig. 5-6 The holonomic gate fidelities under imperfections. The 𝑇 and √X gate fidelities for 

B-NHQC, CB-NHQC, NHQC and C-NHQC cases under the Rabi error (a) and (b), detuning 

error (c) and (d), decoherence (e) and (f), respectively. 

 

个例子。其对应和乐量子门 √X，√𝑌 和 T 对应的演化算符分别为 𝑈𝜋/2,𝜋/2,0，

𝑈𝜋/2,𝜋/2,𝜋/2 和 𝑈0,0,𝜋/4。为了进一步描述和乐量子门操作中的态演化，在整个演

化过程中进行量子态层析成像。对于 √X 和√𝑌 门，我们把量子系统的态初始

化在 |0⟩ 态。 而对于 T 门，把量子系统的量子态被初始化在 (|0⟩ + |1⟩)/√2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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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不考虑退相干的缺陷下的量子门保真度。B-NHQC 和 NHQC 的 √X 门保真度随 

(a) 拉比误差，(b) 失谐误差变化的函数关系图。实线为数值计算结果，虚线为理论计算

结果。 

Fig. 5-7 The gate fidelity under imperfections without the consideration of decoherence. The 

√X gate fidelity for B-NHQC and NHQC cases under (a) the Rabi error, and (b) detuning error, 

respectively. The solid curve are numerical results and the dashed curve is the theory  

 

量子态 |0⟩、|1⟩ 和 |e⟩ 布局数的测量结果如图 5-9 第一行所示。在图 5-9 第二

和三行中，分别做出由量子态 |b⟩ 和|e⟩ 和计算基 |0⟩ 和 |1⟩ 构成的布洛赫球

面上的演化路径轨迹。从图中可以看出，实验数据与理论数据吻合较好。在这

个实验中，微波脉冲的振幅选择的是方波，因而并不能对高能级泄露和能级间

的交叉耦合有很好的压制效果。如果想进一步优化这些影响，可以选择前面理

论部分讨论的 Sin 平方脉冲。同时，还可以利用第 4 章讨论的量子优化控制技

术和 DRAG 修正技术来进一步改进 B-NHQC 方案。此外，我们也在布洛赫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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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给出了 B-NHQC (绿色) 和 NHQC (橙色) √X,  √𝑌 和 T 门的演化路径的对

比。注意，我们的方法通过时间最优控制技术改进了布洛赫球面上的演化轨迹。

因此，B-NHQC 方案的运行时间小于 NHQC 量子门的时间。对于 B-NHQC 方

案的 √X,  √𝑌 和 T 门，量子门的演化时间分别为 √3𝜋/2Ω0 和 √7𝜋/4Ω0。对

应的 NHQC 方案的 √X,  √𝑌 和 T 门演化时间相同并且为 𝜋/Ω0。实际上，我

们选择和乐量子门的旋转角度 γ 越小，B-NHQC 方案的优势越大。B-NHQC 的

演化时间 τ  是根据旋转角度 𝛾 变化而变化。具体的说，只有当旋转角度是 𝜋 

的情况下，NHQC 和 B-NHQC 时间相同。而在旋转角度小于 𝜋 的时候，B-NHQC

的操作时间都比 NHQC 模型更短。 

    虽然这里单比特时间优化和乐门的保真度并没有标准动力学量子门保真度

高，但是相比于常规的动力学门，这里几何门具有对特定噪声的鲁棒性。相反，

常规的动力学门依赖于动力学相位并没有这种特性。除此之外，如果抛弃循环

演化条件，我们或许可以在单比特框架下找到更短量子几何门脉冲。另一方面，

类似于第四章的方法，也可以进一步通过量子优化控制来提高 B-NHQC 的门保

真度。 

 

图 5-8 实验中使用的超导量子比特样品 (南京大学) 的光学图像 

Fig. 5-8 Optical image of the qubit samples (NJU) used in our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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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图解三个和乐量子门 √X, √𝑌 和 T 的演化。第一行表示 |0⟩ 和 |1⟩ 子空间中的

量子态转移。实验数据 (蓝色圆形、红色菱形和绿色三角形)与数值结果吻合较好。在我

们的方法中,我们固定 Ω0  =  10MHz。第二行: 具体量子门的量子态的演化轨迹在布洛

赫球面上由 |b⟩ 和 |e⟩ 张成。底部一行显示了在计算基上的状态演变。绿色的点和线分

别代表实验数据和理论模拟。基于 NHQC 方案的门的理论仿真也给出了比较 

Fig. 5-9 Illustrations of the evolutions of three holonomic quantum gates: √X, √𝑌 and T. The 

first line represents states transfer in the |0⟩ and |1⟩ subspace. The experimental data (blue 

circles, red diamonds, and green triangles) show a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 our approach, we fix Ω0  =  10MHz. Second row: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quantum states in 

specific gates in the Bloch Sphere spanned by |b⟩ and |e⟩. The bottom row shows state 

evolutions in the computational. Green dots and lines represent experimental data and 

theoretical simulations, respectively. Theoretical simulations of the gates based on the NHQC 

protocol are also shown for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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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 两比特几何量子门旋转 

在通用的量子计算中，非平庸的量子比特纠缠门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我

们使用三量子比特的样品来演示两比特纠缠相位门。在实验中，选择以下控制

R𝑘 门为例， 

𝑅𝑘 = (
1 0

0 𝑒𝑖2𝜋/2
𝑘)                       (5-15)    

这对实现快速量子傅里叶变换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我们利用 Q1 和 Q2 比特的最

低的两个能级去张成一个两比特计算基子空间 {|00⟩, |01⟩, |10⟩, |11⟩}。利用 Qa

的第一激发态 |a⟩ 作为一个辅助态，如 5-8 所示。 不失一般性，对于具体的实

验，我们这里考虑一个两比特控制 T 的实现。类似于单比特情况，参数 γ，θ，

和 ϕ 被设置为 {0,0, π/4}。所以，在实验中我们设置 ξ1 = π/4。经过一个循环

演化过程，演化算符在两比特计算基子空间 {|00⟩, |01⟩, |10⟩, |11⟩} 可以写为 

𝑈𝐸 = |0⟩⟨0|⨂𝑅1 + |1⟩⟨1|⨂I                   (5-16) 

这里， 

𝑅1 = (
1 0
0 𝑒𝑖𝜋/4

)                      (5-17) 

为了验证 Q2 比特确实获得了一个 π/4 相位, 利用拉姆齐干涉仪去对相位

进行测量 , 其脉冲序列图 5-10 (a) 所示。首先初始化 Q2 比特的态为 

(|0⟩ − 𝑖|1⟩)/√2 , 同时 Q1 和  Qa 的态为  |0⟩。然后一个  π/2  脉冲绕轴 

(cosθ;sinθ;0) 恰好应用于两量子比特和乐量子门之后。如图 5-10 (b) 所示，有

和没有和乐量子门的最终布局数分别绘成 θ 的函数，说明该量子比特的量子态

确实获得了一个约为 π/4 的几何相位。除了有限的上升和下降边缘外，我们还

测量了整个过程中每个量子态的布局数，如图 5-10 (c) 所示。所得实验数据与

模拟结果吻合较好。 

5.5.2 随机基准测试 

实现通用的量子计算的主要挑战之一：是通过量子过程层析成像来完全表

征影响量子系统的噪声具有不可伸缩性。此外，量子过程层析成像是对噪声前

和后旋转门的测量比较敏感。另一方面，由于量子过程层析成像对大型量子系

统是不可行的，人们对可扩展的方法来部分表征影响量子系统的噪声越来越感

兴趣。为了克服上述困难，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可扩展的鲁棒算法，利用随机测

试技术对量子系统的量子逻辑门进行基准测试。使用随机方法对量子门进行基

准测试 RB (randomized benchmarking)。图 5-11 展示的是随机基准测试的方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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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两量子比特纠缠门演示。(a) 执行拉姆齐干涉仪和量子过程层析成像的脉冲序

列。两量子比特相位门是通过量子比特 Q2 和一个辅助量子比特 Qa  之间的相互作用来

实现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交流偏置线调制 Qa 的频率来激活的。(b) 控制 T 门开启 (红

色菱形) 或关闭 (蓝色圆圈) 的拉姆齐干涉仪的结果。(c) 控制 T 门演化过程中的量子态

转换。实验结果与数值模拟 (虚线) 吻合较好。误差条表示标准偏差。 

Fig. 5-10 Two-qubit entangled gate demonstration. (a) The pulse sequence to perform Ramsey 

interferometer and process tomography. Two-qubit gates are realiz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qubit Q2 and an ancillary qubit Qa. The interaction is activated by modulating the frequency of 

Qa with an ac bias line. (b) The results of Ramsey interferometer with the control-T gate on 

(red diamonds) or off (blue circles). (c) States transfer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Control -T gate. 

Experimental results fit well with numerical simulations (dashed lines). Error bars indicate 

standard deviation. 

 

程图，包括五步：(1) 产生随机基础测试脉冲序列；(2) 执行带有噪声的 RB 脉

冲；(3) 获取生存概率的统计数据；(4) 求量子门平均保真度；(5) 拟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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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11 The flow chart of RB. 

图 5-11 随机基准测试流程图。 

 

5.5.2.1 随机基准测试和乐量子门 

我们使用基于克利福德量子门的随机基准测试来描述我们单比特和乐量子

门的保真度。克利福德群是一个旋转的集合，它均匀地对希尔伯特空间进行抽

样，因此随机基准测试是对误差进行平均。对于单比特和乐量子门的情况，克

利福德量子门包括： π，π/2 和 2π/3 旋转，如表格 5-1 所示。在随机基准测试

中，克利福德量子门的特点是当它与许多门的随机序列交错时，测量它的性能，

使被测的保真度恢复到状态准备和测量误差。如图 5-11 所示，首先在基态量子

比特上进行 m 个克利福德量子门随机序列的控制实验；并添加唯一的恢复克利

福德量子门 (Cr)，使序列反转，并对 k 个不同序列的实验最终基态的布局数求

取平均值。这里产生的参考序列保真度 𝐹𝑟𝑒𝑓  被拟合为 𝐹𝑟𝑒𝑓 = 𝐴𝑝𝑟𝑒𝑓
𝑚 + 𝐵 ,其中 

𝑝𝑟𝑒𝑓 为序列衰减，在参数 A 和 B 中包含了量子态的准备和测量误差。参考的每

个克利福德量子门的平均误差为 𝑟𝑟𝑒𝑓 = (1 − 𝑝𝑟𝑒𝑓)(𝑑 − 1)/𝑑,其中 d 是计算基子

空间的系统维度。然后，我们通过与 m 个随机克利福德量子门交错来测量特定

量子门的保真度。特定克利福德量子门误差为 𝑟𝑟𝑒𝑓 = (1 − 𝑝𝑟𝑒𝑓/𝑝𝑔𝑎𝑡𝑒)(𝑑 − 1)/𝑑， 

这里特定门序列的衰减为 𝑝𝑔𝑎𝑡𝑒。 单比特和乐量子门的随机基准测试结果如图

5-12 所示。提取实验数据中列出的单个量子门的保真度。我们发现和乐克利福

德量子门的平均保真度为 97.85%。而单比特 √X 和乐量子门的保真度  

第一步: 产生随机基础测试脉冲序列

第二步：执行带有噪声的RB脉冲

第三步：获取生存概率的统计数据

第四步：求平均门保真度

第五步：拟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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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ford Gate   Angle (𝛾) Rotation axis (𝑛) 

I 0(2𝜋) NA 

X π (1,0,0) 

Y 

Z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π 

π 

π 

π 

π 

π 

π 

π 

2π/3 

2π/3 

2π/3 

2π/3 

2π/3 

2π/3 

2π/3 

2π/3 

π/2 

π/2 

π/2 

π/2 

π/2 

π/2 

(0,1,0) 

(1,0,0) 

1/√2(1,0,−1) 

1/√2(1,0,1) 

1/√2(0,1,1) 

1/√2(0,1,−1) 

1/√2(1,1,0) 

1/√2(1,−1,0) 

1/√3(1,1,−1) 

1/√3(1,−1,1) 

1/√3(−1,1,1) 

1/√3(−1,−1,1) 

1/√3(1,1,1) 

1/√3(−1,1,−1) 

1/√3(1,−1,−1) 

1/√3(−1,−1,1) 

(1,0,0) 

(−1,0,0) 

(0,1,0) 

(0,−1,0) 

(0,0,1) 

表 5-1 24 个克利福德量子门的旋转角度 𝛾 和旋转轴 n。 

Table 5-1. 24 single-qubit Cliffords gates with rotation angle 𝛾 and the rotation axis n. 

 

为 99.51%。通过量子优化控制技术，可以对脉冲振幅和频率进行优化，最大限

度地减少量子比特态的泄漏，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提高和乐单比特量子门和特定

量子门的平均保真度和保真度。通过随机基准测试，可以提取出每个门的保真

度，如图 5-12 (b) 所示。 旋转角为 2𝜋/3 的门操作保真度大于旋转角为 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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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单量子位非绝热和乐的随机基准测试。上图是执行参考随机基准测试和交错随机

基准测试实验的实验脉冲序列。通过拟合参考衰减曲线，克利福德群中的单量子比特和

乐量子门的平均保真度为 0.9785。参考衰减曲线和交错衰减曲线之间的差异给出了特定

和乐量子门 √𝑋 的门保真度。 

Fig. 5-12 RB of single-qubit nonadiabatic holonomic quantum gates. Top figure is the 

experimental pulse sequences to perform both the reference RB and interleaved RB 

experiments. Fit to the reference decay curve gives an average fidelity of 0.9785 for the single -

qubit holonomic quantum gates in the Clifford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ference and 

the interleaved decay curves gives the gate fidelity of the specific gate √𝑋. 

 

门。由于控制 T 门不在克利福德群组之内，这里应用一个基于改进了交错的随

机基准测来表征由于退相干影响的时间最优和传统方法非绝热和乐控制量子门

的性能。这里随机基准测试方法的脉冲序列包括随机选择的克利福德门和单位

门 I𝑟 以及和乐控制 T 门。为了比较 B-NHQC 和 NHQC 方法，我们保持两者

的微波驱动振幅相同。通过标准的随机基准测试获得的 B-NHQC 构建的克利福

德门的保真度。 如图 5-13 (a) 所示，B-NHQC 和 NHQC 的门误差分别为 0.0178 

和 0.0271。因此，时间优化方法相比于常规方法可以减少 34% 的误差。另一方

面，通过数值拟合方式获得的各克利福德门的 𝑃𝑐𝑙𝑖𝑓𝑓𝑜𝑟𝑑，结果如 5-13 (b) 所示。

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旋转角度为 π  的门保真度操作比旋转角度为 2π/3 的要

小，也就是 B-NHQC 方案相对于传统的 NHQC 方案可以提高量子门的保真度。

如图 5-13 (c) 所示，我们简单的调查了两种方案对随拉比频率漂移的敏感度。

从图中可以看出 B-NHQC 方案受拉比频率漂移的影响更小。在下一小节，我们

详细对比 B-NHQC 方案和 NHQC 方案对噪声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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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B-NHQC 的优越性。(a) B-NHQC 方案在门操作时间方面的优越性。从改进的随

机基准测试中得到的退相干引起的门误差 𝐸𝐵−𝑁𝐻𝑄𝐶 和 𝐸𝑁𝐻𝑄𝐶。(b)上面板: 通过标准的随

机基准测试获得的 B-NHQC 构建的克利福德门的保真度。底面板:通过数值拟合方式获得

的各克利福德门的 𝑃𝑐𝑙𝑖𝑓𝑓𝑜𝑟𝑑。注意，旋转角度为 π 的门保真度操作比旋转角度为 2π/3 

的要小。(c) 图 5-12 沿虚线的横截面。红方块和蓝圆分别代表 B-NHQC 和 NHQC 实验结

果。红色 (蓝色) 线表示模拟 B-NHQC (NHQC) 保真度。 

Fig. 5-13 The superiority of B-NHQC. (a) Superiority of the B-NHQC scheme in terms of gate 

operation time. Experimental gate errors 𝐸𝐵−𝑁𝐻𝑄𝐶 and 𝐸𝑁𝐻𝑄𝐶 caused by decoherence are 

extracted from modified randomized benchmarking. (b) upper panel: Fidelity of Clifiord gates 

constructed by B-NHQC are obtained via standard randomized benchmarking. Bottom panel:  

𝑃𝑐𝑙𝑖𝑓𝑓𝑜𝑟𝑑 of each Clifford gate are extracted from numerical fitting. Note the gate operation 

with rotation angle π is smaller the ones with 2π/3. (c) The cross-sections of Fig 5-12 along 

the dashed black line. Red squares and blue circles represent B-NHQC and NHQC experimental 

results, respectively. The Red (Blue) line represents simulated B-NHQC (NHQC) fide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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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B-NHQC 方案和 NHQC 方案的门保真度随脉冲幅度误差 δA/A 和脉冲失谐误差 

δ𝜈/𝜈 的变化而变化。A 和 𝜈 分别为脉冲幅度和频率。振幅和失谐误差均在-0.05 ~ 0.05

范围内。上 (下) 图为 B-NHQC (NHQC) 的实验数据 (左) 和仿真结果 (右)。 

Fig. 5-14 Gate fidelity in the B-NHQC scheme and NHQC scheme varied as a function of pulse 

amplitude error δA/A and pulse detuning error δ𝜈/𝜈. A and 𝜈 are pulse amplitude and 

frequency, respectively. Both the amplitude and detuning error range from -0.05 to 0.05. Upper 

(down) panel: experimental data (left) and simulation results (right) for B-NHQC (NHQC) are 

demonstrated.     

5.5.2.2 鲁棒性 

为了实验验证新方案比传统的 NHQC 更具鲁棒性，我们在实验脉冲控制参

数不完美的情况下，测量和乐量子门的保真度。这里，在未考虑退相干的情况

下，定义保真度为 𝐹 = 𝑇𝑟(𝜌𝑡ℎ𝜌𝑜𝑢𝑡)/√𝑇𝑟(𝜌𝑡ℎ𝜌𝑜𝑢𝑡)𝑇𝑟(𝜌𝑜𝑢𝑡𝜌𝑜𝑢𝑡)，其中，理想输出

态和初态分别为 (|00⟩ + 𝑒−𝑖𝜋/4|01⟩)/√2  和 (|00⟩ − 𝑒−𝑖𝜋/2|01⟩)/√2。在没有消

退干的情况下，模拟保真度可以达到 99.9%。从图 5-14 所示的实验和数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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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发现 B-NHQC 门比传统的 NHQC 门对失谐误差鲁棒。这是由于我们的

方案消除了固定脉冲面积的限制，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对控制噪声的鲁棒性。 

5.6 本章小结 

传统的和乐量子计算方案使用绝热演化来构造门，因此存在门运行时间长

的问题。另一方面，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原则上可以克服这一问题，但一

般来说，它们对环境噪声和控制误差很敏感。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提出了非绝

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来消除绝热条件的需要。然而，传统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

算方案受到这样一个限制，即所有的操作都需要相同的演化时间，即使是小角

度的旋转。此外，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限制了哈密顿量的驱动部分严格满

足一个固定的脉冲面积，使其对控制误差敏感。在本章的工作中，提出了一种

时间优化的非常规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法，称为 B-NHQC，可以避免上面

的限制。具体地说，时间优化的非常规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法利用参数态

经过循环演化过程获得一个非常规的几何相位来构造量子门，并且结合时间优

化控制技术减少演化时间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退相干的影响。此外，我们

还提出与复合脉冲相结合，来增强对脉冲误差的鲁棒性。数值模拟表明时间优

化的非常规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确实比常规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对拉比误

差和失谐误差压制效果都更有效。为了进一步对比，我们在实验条件下对新方

案的性能提供了全面的分析; 我们发现与常规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相比，门

误差可减少 64%。该成果展示在 arXiv:2001.05182 (2020)。最后，我们与南京

大学于扬老师组合作在超导量子比特系统进行了实验验证。首先，我们演示了

时间优化方案的布局数演化并利用随机基准测试方法对和乐量子门的性能进行

了表征。我们发现和乐克利福德量子门的平均保真度为 97.85%。而单比特 √X 

和乐量子门的保真度高达 99.51%。接着，我们通过实验验证了时间优化的非常

规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对控制的鲁棒性。实验结果和理论结果吻合的非

常好，从而验证了我们方案的可行性。该成果展示在 arXiv:2004.10364 (2020)。 



哈尔滨工业大学理学博士学位论文 

- 68 - 

 

第 6 章 超鲁棒非绝热几何量子调控 

6.1 引言 

和乐量子计算早期的应用依赖于绝热演化来抑制哈密顿量的不同瞬时特征

态之间的跃迁。然而，绝热动力学演化过程意味着很长的门时间，这使得它对

环境诱导的退相干很敏感。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提出了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NHQC) 来减少运行时间的几何量子门。在实验上，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的各

种方案已经在不同的物理平台上进行了演示，包括超导电路、核磁共振、金刚

石中的氮空位色心。然而，在对实验误差的鲁棒性方面，传统的非绝热和乐量

子计算在大多数情况下，鲁棒性并不比标准动力学量子门有足够的优势。最近，

我们提出一种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的扩展方案被称为 NHQC+。我们在超导平

台上实验证明了 NHQC+ 比 NHQC 有更好的鲁棒性。然而，NHQC+的方案在

实验上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们需要应用非共振驱动和复杂的脉冲。另一方

面，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操作时间虽然仍比绝热和乐量子计算要短，但

相比于非绝热和乐量子门的时间太长，因而对环境退相干噪声比较敏感。因此，

如何在保持实验灵活性的同时提高对控制误差和退相干的鲁棒性是至关重要的。 

受到以上的工作启发，在本章中，提出了一种基于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的

超鲁棒非绝热几何量子调控新方案，其示意图如 6-1 所示。新方案不仅回答了

为什么现有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和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对于实验控制误差缺

乏几何鲁棒性而且明确地给出了如何同时保持几何量子门的速度和鲁棒性的具

体物理实现方案。联合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徐源老师课题组，利用超导

量子比特系统进行了实验演示。实验结果表明，与现有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和

标准动力学量子门相比较，该方案能显著改善量子门的鲁棒性，而且与理论结

果吻合较好。 

6.2 基本模型 

6.2.1 非绝热几何量子控制 

从一个由 (M+N) 维希尔伯特空间描述的非简并量子系统开始，它的演化

由哈密顿量 𝐻(𝑡) 控制。对于一个满足薛定谔方程的量子态在初始时刻 𝑡 = 0 

的完备集合为 {|𝜓𝑘(𝑡)⟩}𝑘=1
𝑀+𝑁。因此，该系统对应的时间演化算符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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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我们方案实现的示意图。(a) 在 (M + N) 维希尔伯特空间中，理想的非绝热几何量

子门的概念解释。在计算子空间中，参数演化态 |𝜇𝑗(𝑡)⟩ 利用在循环演化下获得的纯非绝

热几何相 𝛾𝑗 来构造几何量子门。同时，非计算基下的状态演化与希尔伯特空间中的几何

运算完全无关。(b) 在没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保护的情况下和存在全局控制误差的情况

下，计算子空间和非计算子空间中存在依赖于时间的辅助状态不必要的耦合，因而非绝

热几何量子门的保真度受到限制。(c) 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保护可以大大抑制上述耦合作

用的影响。 

Fig 6-1. The illustration of our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a) Conceptual explanation for the 

ideal non-adiabatic geometric quantum gates in a (M + N)-dimensional Hilbert space. The 

evolution state |𝜇𝑗(𝑡)⟩ acquired a pure non-adiabatic geometric phase 𝛾𝑗 under a cyclic 

evolution in computational subspace to construct geometric quantum gates. Meanwhile, the 

state evolution in non-computational basis is completely irrelevant for geometric operations in 

the Hilbert space. (b) Without the condition of super-robust geometric condition protection, the 

fidelity of non-adiabatic geometric quantum gate with the presence of global control errors is 

limited because of the unwanted couplings of the time-dependent auxiliary states in the 

computational and noncomputational subspace. (c) With the condition of super-robust 

geometric condition protection, the effects of the above couplings can be greatly suppressed. 

 

𝑈(𝑡) = 𝒯𝑒−𝑖 ∫ 𝐻(𝑡′)𝑑𝑡′
𝑡
0 = ∑ |𝜓𝑘(𝑡)⟩𝑘 ⟨𝜓𝑘(0)|, 其中 𝒯 表示时间顺序算符。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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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鲁棒的几何量子操控，这里可以选择一组不同的含时辅助态为 {|𝜇𝑘(𝑡)⟩}𝑘=1
𝑀+𝑁。

辅助态 {|𝜇𝑘(𝑡)⟩}𝑘=1
𝑀+𝑁 和 𝐻(𝑡) 满足以下分解条件： 

𝐻𝑅(𝑡) = 𝑉
+(𝑡)𝐻(𝑡)𝑉(𝑡) − 𝑖𝑉+(𝑡)�̇�(𝑡) = 𝐻𝐶(𝑡) ⊕ 𝐻𝑁(𝑡)        (6-1) 

这里变换矩阵被为 𝑉(𝑡) ≡ ∑ |𝜇𝑘(𝑡)⟩𝑘 ⟨𝜇𝑘(0)|。𝐻𝐶(𝑡) 和 𝐻𝑁(𝑡)分别定义在 𝑀 维

计算基子空间和𝑁维非计算基子空间 ,表示为  𝐻𝐶(𝑡) ≡ ∑ [⟨𝜇𝑚(𝑡)|𝐻(𝑡) −
𝑀
𝑚,𝑘=1

𝑖𝜕𝑡|𝜇𝑘(𝑡)⟩]|𝜇𝑚(0)⟩ ⟨𝜇𝑘(0)| 和  𝐻𝑁(𝑡) ≡ ∑ [⟨𝜇𝑚(𝑡)|𝐻(𝑡) −
𝑀+𝑁
𝑚,𝑘=𝑀+1

𝑖𝜕𝑡|𝜇𝑘(𝑡)⟩]|𝜇𝑚(0)⟩ ⟨𝜇𝑘(0)|。分解条件公式 (6-1) 保证了非计算基中的运算与计

算基中的几何运算是完全无关的，其几何解释如图 6-1 所示。接下来，我们同

样考虑在计算基子空间中构造一个非绝热几何量子门。借助于辅助态 |𝜇𝑘(𝑡)⟩，

满足薛定谔方程的态 |𝜓𝑘(𝑡)⟩  和计算基子空间中的时间演化算符 𝑈𝐶(𝑡)，在初

始 边 界 条 件 下  |𝜇𝑘(0)⟩ = |𝜓𝑘(0)⟩ ， 可 以 分 别 表 示 为  |𝜓𝑘(𝑡)⟩ =

∑ 𝐶𝑚𝑘(𝑡)|𝜇𝑚(𝑡)⟩
𝑀
𝑚=1  和 𝑈𝐶(𝑡) = ∑ 𝐶𝑚𝑘(𝑡)|𝜇𝑚(𝑡)⟩

𝑀
𝑚=1 ⟨𝜇𝑚(0))|。利用薛定谔方程，

可以得到 

𝑈𝐶(𝜏) = ∑ [𝒯𝑒𝑖 ∫ 𝐴(𝑡)+𝐾(𝑡)𝑑𝑡
𝜏
0 ]

𝑘𝑙

𝑀
𝑘,𝑙=1 |𝜇𝑘(𝜏)⟩⟨𝜇𝑙(0)|            (6-2) 

其中，几何和动力学部分的矩阵元素分别定义为  𝐴𝑘𝑙(𝑡) ≡ ⟨𝜇𝑘(𝑡)|𝑑𝑡|𝜇𝑙(𝑡)⟩  和 

𝐾𝑘𝑙(𝑡) ≡  ⟨𝜇𝑘(𝑡)|𝐻(𝑡)|𝜇𝑙(𝑡)⟩。为了满足分解条件公式 (6-1)，我们发现一个可能

的辅助态集合 {|𝜇𝑘(𝑡)⟩}  与时薛定谔方程的态 {|𝜓𝑘(𝑡)⟩}  成比例，即 |𝜇𝑘(𝑡)⟩ =

𝑒𝑖𝑓𝑘(𝑡)|𝜓𝑘(𝑡)⟩。由此我们可得到  𝐴  和  𝐾  的非对角矩阵元素部分满足关系 

𝐴𝑘𝑙(𝑡) = −𝐾𝑘𝑙(𝑡) = 𝑒
−𝑖𝑓𝑘(𝑡)+𝑖𝑓𝑙(𝑡)⟨𝜓𝑘(𝑡)|𝐻(𝑡)|𝜓𝑙(𝑡)⟩。通过消除演化过程中积累的

动力学相位即 ∫ 𝐾𝑘𝑘(𝑡)𝑑𝑡
𝜏

0
=0，演化算符变为 

𝑈𝐶(𝜏) = ∑ 𝑒𝑖 ∫ 𝐴𝑘𝑘(𝑡)𝑑𝑡
𝜏
0𝑀

𝑘=1 |𝜇𝑘(𝜏)⟩⟨𝜇𝑘(0)|            (6-3) 

表示在计算基子空间中的非绝热的几何量子门。  

6.2.2 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 

在这一小节，我们考虑全局实验控制误差对非绝热几何量子调控的影响，

即理想哈密顿量变为 𝛨(𝑡) → (1 + 𝛽)𝛨(𝑡)， 这里误差系数 𝛽 是一个小的常数。

在全局误差存在的情况下，分解条件公式(6-1)将不再被满足。此时，旋转哈密

顿量变为  𝐻′𝑅(𝑡) = ∑ 𝐴𝑘𝑘(𝑡)
𝑀+𝑁
𝑘=1 |𝜇𝑘(0)⟩⟨𝜇𝑘(0)| + 𝛽∑ 𝐾𝑘𝑙(𝑡)

𝑀+𝑁
𝑘≠𝑙 |𝜇𝑘(0)⟩⟨𝜇𝑙(0)| , 

相应的时间演化算符变为 𝑈𝐸(𝜏) = 𝒯𝑒
−𝑖 ∫ 𝐻′(𝑡′)𝑑𝑡′

𝑡
0 。 由于时间顺序算符的存在，

一般情况下我们无法解析地计算时间演化算符 𝑈𝐸(𝜏)。 为此，我们将采用马格

努斯展开方法来微扰求解时间演化算符 𝑈𝐸(𝜏)。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计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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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定义一个含时的旋转变换，把系统变换到新的旋转框架下。这里含时的

旋转变换设为 𝑈𝐼(𝑡) = ∑ 𝑒𝑖 ∫ 𝐴𝑘𝑘(𝑡)𝑑𝑡
𝜏
0𝑀+𝑁

𝑘=1 |𝜇𝑘(𝑡)⟩⟨𝜇𝑘(0)|，新旋转框架下其对应的

旋转哈密顿量变为 𝐻′𝐼𝑅(𝑡) = 𝛽𝑈𝐼
+(𝑡)∑ 𝐾𝑘𝑙(𝑡)

𝑀+𝑁
𝑘≠𝑙 |𝜇𝑘(0)⟩⟨𝜇𝑙(0)|𝑈𝐼(𝑡)。与此同时，

时间演化算符，在新旋转框架下由下式给出 

𝑈𝐼𝐸(𝜏) = 𝒯𝑒
−𝑖 ∫ 𝐻′𝐼𝑅(𝑡

′)𝑑𝑡′
𝜏
0                           (6-4) 

应用马格努斯展开方法到公式 (6-4)，可以得到 

𝑈𝐼𝐸(𝜏) = exp [∑ Λ𝑘(𝜏)
∞
𝑘=1 ]                        (6-5) 

这里 Λ𝑘 表示马格努斯展开项，其第一到三项由下式给出， 

Λ1(𝑡) = −𝑖 ∫ 𝐻
′
𝐼𝑅(𝑡1)𝑑𝑡1

𝑡

0
， 

       𝛬2(𝑡) = ∫ 𝑑𝑡1 ∫ 𝑑𝑡2[𝐻
′
𝐼𝑅(𝑡1),𝐻

′
𝐼𝑅(𝑡2)]/2

𝑡1

0

𝑡

0
， 

Λ3(𝑡) =
1

6
∫ 𝑑𝑡1 ∫ 𝑑𝑡2 ∫ 𝑑𝑡3

𝑡2

0
([𝐻′𝐼𝑅(𝑡1), [𝐻

′
𝐼𝑅(𝑡2),𝐻

′
𝐼𝑅(𝑡3)]]  +

𝑡1

0

𝑡

0

                                [𝐻′𝐼𝑅(𝑡3), [𝐻
′
𝐼𝑅(𝑡2),𝐻

′
𝐼𝑅(𝑡1)]])  

                                                                (6-6) 

利用公式 (6-6) 扩展公式 (6-5) 到误差系数 𝛽 的平方项并忽略高阶项，可得 

𝑈′(𝜏, 0) = 𝑈(𝜏, 0) [𝐼 − 𝑖𝛽𝐷(𝜏) −
𝛽2

2
𝐺(𝜏) + 𝑂(𝛽3)]        (6-7)   

其中， 𝐷(𝑡)和 𝐺(𝑡)的矩阵元素分别为  𝐷𝑘𝑚(𝑡) ≡ ∫ ⟨𝜓𝑘(𝑡1)|𝐻(𝑡)|𝜓𝑚(𝑡1)⟩𝑑𝑡1
𝑡

0
 

𝐺𝑘𝑚(𝑡) ≡ ∫ 𝑑𝑡1[�̇�(𝑡1), 𝐷(𝑡1)]𝑘𝑚 + 𝐷𝑘𝑚
2 (𝑡1)

𝑡

0
。 因此，非绝热几何量子门即公式 (6-

3) 在全局控制误差下变为 

𝑈𝐶
′ (𝜏) = ∑ |𝜓𝑚

′ (𝜏)⟩𝑀
𝑚=1 ⟨𝜓𝑚(0)| = ∑ 𝑁𝑟𝑚𝑈𝐸(𝜏)

𝑀
𝑚=1 |𝜓𝑚(0)⟩⟨𝜓𝑚(0)|     (6-8)   

这里 𝑁𝑟𝑚 ≡ 1/√1 + ∑ |𝐷𝑘𝑚(𝜏)|2
𝑀+𝑁
𝑘=1   是量子态的归一化系数。为了进一步评估

由全局控制误差对几何量子门性能的影响，量子门保真度的被定义为 

𝐹 =
1

𝑀
|𝑇𝑟(𝑈𝐶

′𝑈𝐶
+)|2 ≈ 1 −

𝛽2

2𝑀
∑ ∑ |𝐷𝑘𝑚(𝜏)|

2 + 𝑂(𝛽4)𝑀+𝑁
𝑘=1

𝑀
𝑚=1        (6-9)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来保持全局几何特性即， 

𝐷𝑘𝑚(𝜏) ≡ ∫ ⟨𝜓𝑘(𝑡1)|𝐻(𝑡)|𝜓𝑚(𝑡1)⟩𝑑𝑡1
𝜏

0
= 0, 𝑘 = 1,… ,𝑀 + 𝑁;𝑚 = 1,… ,𝑀        

(6-10) 

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是这一节的主要目标，该条件可以大大减少全局控制误差

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进一步说明式  (6-10) 的几何意义 :当  𝑘 =  𝑚 时，

𝐷𝑚𝑚  =  0  抹去累积的动力学相位 ; 在全局控制误差下 , 当  𝑘 ≠  𝑚 时，

𝐷𝑘𝑚  =  0  抑制了计算基子空间和非计算基子空间中含时辅助状态  |𝜇𝑘⟩  和 

|𝜇𝑚⟩ 之间的耦合，如图6-1 (b) 和 (c)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先前的非绝热几何

量子计算、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与本文提出的基于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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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构建 SR-NHQC 和 SR-NGQC 的能级结构和耦合作用示意图。(a) 两束含时拉比频

率和相位分别为 Ω0(𝑡) 和 Ω1(𝑡)，𝜙0(𝑡) 和 𝜙1(𝑡) 驱动脉冲共振耦合 |0⟩ 和 |1⟩ 到 

|𝑒⟩。(b) 含时拉比频率和相位分别为 Ω𝑅(𝑡) 和 𝜙𝑅(𝑡) 的驱动脉冲共振耦合 |0⟩ 到 |1⟩。 

Fig. 6-2 The level structure and coupling configu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R-NHQC and 

SR-NGQC gates.  (a) The driven pulses with amplitudes Ω0(𝑡) and Ω1(𝑡) resonantly couple 

|0⟩ and |1⟩ to |𝑒⟩ with the phases 𝜙0(𝑡) and 𝜙1(𝑡),  respectively.  (b) The driven pulse 

with amplitudes Ω𝑅(𝑡) resonantly couples |0⟩ and to |1⟩with the timeindependent phase 

𝜙𝑅(𝑡). 

 

方案的关键区别在于哈密顿函数有不同的约束。在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情况下，

哈密顿量只需要满足约束 𝐷𝑚𝑚  =  0。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则需要约束 𝐷𝑘𝑚 =

 0, 𝑘,𝑚 =  1, … ,𝑀。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和非

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的约束条件是基于超鲁棒几何控制模型条件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换句话说，现有的非绝热几何量子控制的约束并不能保证量子

门对全局控制误差有很好的鲁棒性。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常规的非绝热几何

量子计算和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对控制误差缺乏鲁棒性。 

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绝热几何量子计算对全局控制误差鲁

棒。 在 𝑘 ≠m 时，非简并系统的绝热条件|𝐴𝑘𝑚| = |
⟨𝑒𝑘|𝜕𝑡𝐻|𝑒𝑚⟩

𝐸𝑘−𝐸𝑚
| ≪ 1，其中 𝐸𝑘(𝑡) 

和 |𝑒𝑘(𝑡)⟩ 表示 𝐻(𝑡) 的瞬时本征值和本征态。在这种情况下，辅助态 |𝜇𝑘(𝑡)⟩

与本征态 |𝑒𝑘(𝑡)⟩  相同。绝热条件确保分解条件式 (6-1) 和超鲁棒几何控制条

件式 (6-10) 都成立。因此，可以验证绝热几何量子计算的保真度至少是四阶误

差鲁棒的。为了进一步说明基于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的几何 (和乐) 量子门的

工作机制，我们将分别在二能级和三能级量子系统中，给出基于超鲁棒几何控

制条件的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和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两个简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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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超鲁棒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先前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的主要思想是在三能级系统中产生一个非绝热

非交换几何量子门，如图 6-2 (a) 所示。这里，我们的超鲁棒的非绝热和乐量子

计算用和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一样的系统，并把系统的基态 |0⟩，|1⟩ 选为量子

比特态，而激发态 |𝑒⟩  设为一个辅助态。该系统是由两束微波脉冲共振驱动

|0⟩ ↔ |𝑒⟩  和 |e⟩ ↔ |1⟩  的转移。系统哈密顿量在相互作用汇景和旋波近似下，

可以表示为： 

𝐻(𝑡) = ∑
1

2
[Ω𝑘(𝑡)𝑒

𝑖𝜙𝑘(𝑡)|𝑘⟩⟨𝑒| + 𝐻. 𝑐.]1
𝑘=0               (6-11) 

其中 Ω0(𝑡)， Ω1(𝑡) 和 𝜙0,1(𝑡) 分别表示微波驱动的振幅和相位。为了方便，我

们定义一个 “明态” 即 |𝑏⟩ ≡ sin (
𝜃

2
) 𝑒𝑖𝜙|0⟩ + cos (

𝜃

2
) |1⟩，这里不含时的混合角

和相对相位分别为 𝜙 ≡ 𝜙1(𝑡) − 𝜙0(𝑡) 和 휃 ≡ 2tan−1[Ω0(𝑡)/Ω1(𝑡)] 表示不含时

的 混 合 角 和 相 对 相 位 。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把 哈 密 顿 量 简 写 为  𝐻(𝑡) =
1

2
[Ω(𝑡)𝑒−𝑖𝜙1(𝑡)|𝑏⟩⟨𝑒| + 𝐻. 𝑐.]，其中 Ω(𝑡) = √Ω0

2 + Ω1
2。为了构建超鲁棒和乐量子

计算  (SR-NHQC), 我们选择的辅助态为  |𝜇1⟩= cos (
𝜃

2
) |0⟩ − sin (

𝜃

2
) 𝑒−𝑖𝜙|1⟩和

|𝜇2(𝑡)⟩= cos [
𝛼(𝑡)

2
] |𝑏⟩ − 𝑖sin [

𝛼(𝑡)

2
] 𝑒−𝑖𝜙1(𝑡)|𝑒⟩，以及态 |𝜇2(𝑡)⟩ 正交归一的辅助态 

|𝜇3(𝑡)⟩= −𝑖sin [
𝛼(𝑡)

2
] |𝑏⟩ + cos [

𝛼(𝑡)

2
] 𝑒−𝑖𝜙1(𝑡)|1⟩。因此，在辅助态 {|𝜇𝑘(𝑡)⟩} 下，旋

转哈密顿函数变为 𝐻𝑅(𝑡) =
1−cos𝛼(𝑡)

2
𝑑𝜙1(𝑡) |𝑏⟩⟨𝑏|⨁

cos𝛼(𝑡)−1

2
𝑑𝜙1(𝑡) |𝑒⟩⟨𝑒|，相

应的计算基和非计算基哈密顿量分别为  𝐻𝐶(𝑡) =
1−cos𝛼(𝑡)

2
𝑑𝜙1(𝑡) |𝑏⟩⟨𝑏|  和 

𝐻𝑁(𝑡) =
cos𝛼(𝑡)−1

2
𝑑𝜙1(𝑡) |𝑒⟩⟨𝑒|。为了实现超鲁棒非绝热和乐量子门，公式(6-10)

的几何条件化简为： 

𝐷23(𝜏) = ∫
�̇�(𝑡)

2

𝜏

0
exp [−𝑖 ∫ �̇�1(𝑡)/ cos 𝛼(𝑡) 𝑑𝑡1

𝑡

0
] 𝑑𝑡 = 0      (6-12) 

利用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公式 (6-12) 和边界条件 |𝜇2(0)⟩ = |𝜇2(τ)⟩ = |𝑏⟩， 整

个过程的演化算符在辅助态 {|𝜇1⟩, |𝜇2(0)⟩}下可表示为： 

𝑈𝐶(𝜏, 0) = |𝜇1⟩⟨𝜇1|+𝑒
𝑖𝛾|𝜇2(0)⟩⟨𝜇2(0)|            (6-13) 

其中，相位因子 γ 是非绝热几何相位 (A-A 相位)。 在计算基 {|0⟩, |1⟩} 子空

间中，非绝热和乐操作 𝑈𝐶(𝜏, 0) 可以实现任意的量子门即： 

  𝑈𝛾,θ,ϕ = 𝑒
𝑖γ/2𝑒−𝑖(γ/2)𝐧∙𝛔                  (6-14) 

它描述了围绕 𝐧 = (sinθcosϕ, sinθsinϕ, cosθ) 轴旋转一个 γ 角，得到一个全局

相位 γ/2。由于 n 和 γ 可以是任意的，因此，公式 (6-14) 可以通过单圈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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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构造任意的单量子位门。  

6.4 超鲁棒的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 

作为另一个超鲁棒条件应用的例子，我们将超鲁棒的几何控制条件应用于

一个两能级系统来实现超鲁棒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如图 6-2 (b) 所示。该系统

的哈密顿量可以写成： 

𝐻𝑅(𝑡) =
Ω𝑅(𝑡)

2
𝑒𝑖𝜙𝑅(𝑡)|0⟩⟨1| + 𝐻. 𝑐.                  (6-15) 

为了实现超鲁棒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 (SR-NGQC), 选择的含时的辅助态为： 

|𝜉1(𝑡)⟩ = cos [
𝛼𝑅(𝑡)

2
] |0⟩ − 𝑖sin [

𝛼𝑅(𝑡)

2
] 𝑒−𝑖𝜙𝑅(𝑡)|1⟩  

 |𝜉2(𝑡)⟩ = −𝑖sin [
𝛼𝑅(𝑡)

2
] |0⟩ + cos [

𝛼(𝑡)

2
] 𝑒−𝑖𝜙𝑅(𝑡)|1⟩          (6-16) 

其中，𝛼𝑅(𝑡) = ∫ Ω𝑅(𝑡)𝑑𝑡1 + 𝛼𝑅(0)
𝑡

0
。为了实现超鲁棒非绝热和乐量子门，公式 

(6-10) 的几何条件化简为： 

𝐷12(𝜏) = ∫
�̇�𝑅(𝑡)

2

𝜏

0
exp [−𝑖 ∫ �̇�𝑅(𝑡)/ cos 𝛼𝑅(𝑡) 𝑑𝑡1

𝑡

0
] 𝑑𝑡 = 0      (6-17) 

利用超鲁棒的几何控制条件公式  (6-17)，整个过程的演化算符在辅助态

{|𝜉1(𝑡)⟩, |𝜉2(𝑡)⟩}下可表示为： 

𝑈(𝜏, 0) = 𝑒𝑖𝛾|𝜉1(𝜏)⟩⟨𝜉1(0)| +𝑒
−𝑖𝛾|𝜉2(𝜏)⟩⟨𝜉2(0)|           (6-18) 

其中， 相位因子 γ 是非绝热几何相位 (A-A 相位)。 把公式 (6-18) 时间演化算

符投影到{|0⟩, |1⟩}空间，我们得到和第二章非循环情况的一样的几何量子门，即： 

𝑈(𝛾, 𝜒±, 휂±) = [
𝑒−𝑖

𝜂−
2 (𝑋2𝛾,𝜒− + 𝑖𝑌2𝛾,𝜒+) 𝑒−𝑖

𝜂+
2 (𝑖𝑍2𝛾,𝜒+ − 𝑖𝑌𝜒−,2𝛾)

𝑒𝑖
𝜂+
2 (𝑖𝑍2𝛾,𝜒+ − 𝑖𝑌𝜒−,2𝛾) 𝑒𝑖

𝜂−
2 (𝑋2𝛾,𝜒− − 𝑖𝑌2𝛾,𝜒+)

]    (6-19) 

这里  𝑋𝑎,𝑏≡ cos
𝑎

2
cos

𝑏

2
，𝑌𝑎,𝑏≡ sin

𝑎

2
cos

𝑏

2
 ,  𝑍𝑎,𝑏 ≡ sin

𝑎

2
sin

𝑏

2
，𝜒± = α𝑅(τ) ± α𝑅(0) 

和휂± = 𝜙𝑅(𝜏) ± 𝜙𝑅(0)。利用公式 (6-19) 通过调节 α𝑅、𝜙𝑅  的初末值和几何相

位 𝛾，我们可以实现任意的 𝑆𝑈(2) 的几何旋转。为了物理实现超鲁棒非绝热几

何和和乐非门，我们采取一种简单参数设定。首先，我们选参数为  𝛼(𝑡) =

𝛼𝑅(𝑡) = Ω0𝑡 + 𝛼𝑅(0) 和 Ω𝑅(𝑡) = Ω(𝑡) = Ω0。其次，设置超鲁棒的非绝热和乐非

门微波振幅相位为分段函数即： 当 0≤ |𝑡 −
𝜏

2
| ≤

𝜏

8
，𝜙1 = π/2； 当

𝜏

8
≤ |𝑡 −

𝜏

2
| ≤

𝜏

2
，𝜙1 = 0。最后确定超鲁棒的非绝热几何非门微波振幅相位为分段函数即：当

0≤ |𝑡 −
𝜏

2
| ≤

𝜏

12
，𝜙1 = 5π/3; 当

𝜏

12
≤ |𝑡 −

𝜏

2
| ≤

𝜏

2
，𝜙1 = 0。通过上述参数设置，存

在全局控制误差的情况下，我们可得到超鲁棒的非绝热几何量子非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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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不同方法的非门数值鲁棒性比较。将 DG、NGQC、SR-NGQC、NHQC 和 SR-

NHQC 的非门的门误差 1 − 𝐹 在无 (a) 和有 (b) 退相干的情况下设置为拉比频率控制误

差 𝛽 的函数。设 SR-NGQC (NGQC) 与 DG 之间的非门保真度差 Δ𝐹 = 𝐹𝑆𝑅 − 𝐹𝑁 (Δ𝐹 =

𝐹𝑁 − 𝐹𝐷) (d) [(c)]为退相干参数 γ 和相对脉冲偏差 𝛽 的函数。 

Fig. 6-3 Numerical robustness comparison of the NOT gate with various approaches. The NOT 

gate infidelities 1 − 𝐹 of DG, NGQC, SR-NGQC, NHQC, and SR-NHQC are set as a function 

of control error of Rabi frequency, i.e., the relative pulse deviation 𝛽 (a) with and (b) without 

the decoherence. The NOT gate fidelities difference Δ𝐹 = 𝐹𝑆𝑅 − 𝐹𝑁 (Δ𝐹 = 𝐹𝑁 − 𝐹𝐷) (d) [(c)] 

between SR-NGQC (NGQC) and DG are set as the functions of the decoherence parameter Γ 

and the relative pulse deviation 𝛽. 

6.5 数值模拟和分析 

为了研究基于超鲁棒的几何控制条件的量子门对全局控制误差的抗噪声特

性，这里以非门为例，比较了超鲁棒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 (SR-NHQC) 和超鲁

棒的非绝热几何量子门 (SR-NGQC) 方法与相关标准动力学门 (DG)、非绝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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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1 标准动力学门 (DG)、非绝热几何量子门 (NGQC)、非绝热和乐量子门 (NHQC) 

以及基于超鲁棒条件的几何非门的鲁棒性比较。 

Table 6-1 The robustness comparison with the NOT gate of standard dynamical gate (DG), non-

adiabatic geometric gate (NGQC), non-adiabatic holonomic gate (NHQC) and SR-based 

geometric quantum gate. 

 

几何门 (NGQC) 和非绝热和乐量子门 (NHQC) 方法的性能。在此之前，我们

选择所有门的时间无关的拉比频率保持相同，相应的演化时间由表 6-1 给出。

这里，我们假设全局的控制误差在 [-0.1,0.1] 范围内进行变化。如图 6-3 (a) 所

示，在不考虑退相干的情况下，SR-NHQC 和 SR-NGQC 的几何量子门总是比

DG、NHQC 和 NGQC 门更加鲁棒，并且数值结果与理论结果吻合较好，如表

6-1 所示。事实上，退相干过程在量子演化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在考虑退

相干影响的情况下，来进一步评估门的性能，这里我们使用量子主方程。为了

更有说服力，我们用当前实验的参数进行数值模拟中，这里量子比特的衰减和

退相位率取为 Γ1 = Γ1 = 2𝜋 × 4kHZ。从图 6-3 (b) 可以看出，在同时考虑到拉

比控制误差和退相干效应情况下，SR-NGQC 在相对脉冲偏差 |𝛽| > 0.01 的范

围内，可以显著提高几何量子门对全局控制误差的鲁棒性。 

另一方面，从图 6-3 (b) 也可以看出 DG 在相对脉冲偏差 |𝛽| < 0.01 范围

内优于 NGQC 和 SR-NGQC，这里因为在此误差范围内退相干是占据主要因素。

为了平衡退相干误差和全局拉比控制误差，我们绘制出了 SR-NGQC (NGQC) 

和 DG 的非门保真度差 Δ𝐹 = 𝐹𝑆𝑅 − 𝐹𝑁 (Δ𝐹 = 𝐹𝑁 − 𝐹𝐷) 作为退相干参数和全局

控制偏差的函数关系，如图 3(d) [3(c)] 所示。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最佳

方案取决于退相干和全局控制误差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一个有待进一步发展的

问题，是否 SR-NGQC 和 DG 混合方案是量子控制的最优方案。此外，我们还

可以清楚地知道，在上述两种误差下，NGQC 的非门鲁棒性与 DG 相比并没有

特别的优势，如图 6-3 (c) 所示。 

6.6 实验实现超鲁棒非绝热和乐量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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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实验装置 (量子院) 的全部线路 

Fig. 6-4 The full wiring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SIQSE) 

6.6.1 超导实验装置 

这里我们联合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徐源老师组利用超导比特对上述

方案进行实验实现。如图 6-4 所示，样品包含存储腔(S)，超导 Transmon 量子比

特 (Q) 和带线读出谐振器 (R) 读出。三维同轴腔是第一个在单个块状的高纯

度铝上加工的，然后化学蚀刻。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微波谐振腔的品质因数。超

导 Transmon 量子比特设计成具有连接到两个天线焊盘的约瑟夫森结，并在单电

子束光刻步骤之后用铝的双角度蒸发在 c 面蓝宝石芯片上制造。 量子比特芯片

放置在 3D 设备的水平隧道内，两个天线焊盘分别耦合到同轴短管腔模式和带

状线读出谐振器模式。 带状线谐振器由隧道的金属壁和铝制带状线形成，铝带

状线通过超导同时在同一芯片上构图量子比特。将实验装置放置在磁屏蔽内，

并安装在基本温度约为 10 mK 的稀释冰箱中。实验装置的完整接线如图 6-4 所

示。 微波线路上使用了衰减器和滤波器，以减少信号的辐射噪声。 量子位和

存储腔控制脉冲都是通过 IQ 调制生成的，具有两个模拟通道，分别是苏黎世高

密度任意波形发生器 (HDAWG) 和混频器。用于测量前的初始状态准备和预旋

转的所有量子位控制脉冲都具有余弦形状的包络，其持续时间为 30 ns。同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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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DRAG 技术到 |𝑔⟩ ↔ |𝑒⟩ 和 |𝑒⟩ ↔ |𝑓⟩ 的转移，以抑制量子比特态泄漏到非

计算基空间。读取脉冲是通过苏黎世超高频量子分析仪 (UHFQA) 的两个模拟

通道的 IQ 调制生成的，信号发生器是本地振荡器。 读出信号在 4K 级由高电

子迁移率晶体管 (HEMT) 放大，在室温下由标准商用放大器放大，并使用与产

生读出脉冲相同的本地振荡器进行下变频。 最后，读出信号由苏黎世 UHFQA

数字化并记录。 

这里，考虑超导比特最低的三能级态的量子演化，并且把基态  |𝑔⟩ 和第二

激发态 |𝑓⟩  被选择作为一个量子比特计算基，而第一激发态 |𝑒⟩ 作为辅助态，

如图 6-5 (a) 所示。该系统由一对微波脉冲带有含时的振幅 Ω𝑔𝑒(t) 和 Ω𝑒𝑓(t) 以

及相位 ϕ0 (t) 和 ϕ1 (t) 来驱动实现 |𝑔⟩ ↔ |𝑒⟩  和 |𝑒⟩ ↔ |𝑓⟩  之间的共振转移。

超导比特系统的哈密顿量在相互作用绘景和旋波近似下，可以表示为公式  (6-

15)。因此，我们可以用超导比特系统实现超鲁棒非绝热和乐量子门 (SR-NHQC)。 

6.6.2 超鲁棒单比特和乐量子门实现 

6.6.1.1 几何旋转 

我们首先展示了任意单量子比特 SR-NHQC 门的参数 휃，𝛾，𝜙 的任意可

调性，这是通过在 |𝑔⟩ ↔ |𝑒⟩ 和 |𝑒⟩ ↔ |𝑓⟩ 跃迁上由六对共振微波脉冲驱动实现

的。每个脉冲具有余弦形状的包络，并通过 DRAG 技术进行了校正，以抑制量

子比特态泄漏到不想要的能级上。如图 6-6 (b-d) 所示，对于已实现的单量子比

特 SR-NHQC 门 𝑈1(휃, 𝜋/2,0) , 𝑈1(𝜋/2, 𝛾, 0)  和 𝑈1(𝜋/2, 𝜋, 𝜙) 演化量子态的布

局数是作为参数 휃，𝛾，𝜙 的函数。 实验结果与我们的数值模拟非常吻合，因

此可以对超鲁棒单比特和乐量子门进行任意控制。 

6.6.1.2 量子过程层析 

这一小节，通过对超导三能级系统进行量子过程层析成像来表征 SR-NHQC

单量子比特量子门的特性。我们首先用下面九个态来初始化三能级的超导

transmon量子比特即 {|𝑔⟩, |𝑒⟩, |𝑓⟩,
|𝑔⟩+|𝑒⟩

√2
,
|𝑒⟩+|𝑓⟩

√2
,
|𝑔⟩+|𝑓⟩

√2
,
|𝑔⟩−𝑖|𝑒⟩

√2
,
|𝑒⟩−𝑖|𝑓⟩

√2
,
|𝑔⟩−|𝑓⟩

√2
}。然后

应用 SR-NHQC 和乐量子门到初态上，最后层析出量子比特的末态。另一方面，

实验实现量子过程层析成像测量也需要我们进行九次量子旋转操作来重新构造

三 能 级 超 导 量 子 比 特 量 子 态 的 密 度 矩 阵 ：

{𝐼, 𝑋𝜋/2
𝑔𝑒
, 𝑌𝜋/2
𝑔𝑒
, 𝑋𝜋

𝑔𝑒
, 𝑋𝜋/2

𝑔𝑒
𝑋𝜋
𝑒𝑓
, 𝑌𝜋/2
𝑔𝑒
𝑋𝜋
𝑒𝑓
, 𝑋𝜋

𝑔𝑒
𝑋𝜋/2
𝑒𝑓
, 𝑋𝜋

𝑔𝑒
𝑌𝜋/2
𝑒𝑓
, 𝑋𝜋

𝑔𝑒
𝑋𝜋
𝑒𝑓
}，从右向左读取旋转

算符。然后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来重构三能级量子态的密度矩阵。利用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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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超鲁棒和乐量子门。(a) 该系统由一对共振微波脉冲 Ω𝑔𝑒(t) 和 Ω𝑒𝑓(t) 驱动 

|𝑔⟩ ↔ |𝑒⟩ 和 |𝑒⟩ ↔ |𝑓⟩ 之间的共振转移。(b) 超鲁棒单单比特和乐量子门在 {|𝑏⟩, |𝑒⟩} 子

空间中量子态演化的布洛赫球表示，这是通过在 {|𝑏⟩, |𝑒⟩} 子空间中使用旋转角度和旋转

轴 (𝜗𝑖 , 𝜑𝑖) [i = 1- 6] 进行六次连续旋转操作来实现。 

Fig. 6-5 Super-robust holonomic quantum gates. (a) The lowest three energy levels of a 

superconducting transmon qubit with resonant microwave drives Ω𝑔𝑒(t) and Ω𝑒𝑓(t) on |𝑔⟩ ↔

|𝑒⟩ and |𝑒⟩ ↔ |𝑓⟩ transitions. (b) Bloch sphere representation of the quantum state evolution 

in the {|𝑏⟩, |𝑒⟩} subspace for the super-robust single-qubit holonomic quantum gates, which are 

realized by six sequential rotation operations in the {|𝑏⟩, |𝑒⟩} subspace with the rotation angle 

and rotation axis (𝜗𝑖 , 𝜑𝑖) [i = 1- 6] appended alongside.  

 

初始态密度矩阵 𝜌𝑖，可以从对应的 9 个末态 𝜌𝑓  中提取出实验过程密度矩阵 

𝜒𝑅。对于超导单比特 SR-NHQC 门，量子态 |𝑒⟩ 被用作辅助状态。 因此，我们

简化了计算的过程矩 阵 𝜒𝑅，该过程矩阵 𝜒𝑅 仅描述涉及 |𝑔⟩ 和 |𝑓⟩ 的过程，

而忽略了作用于辅助态上的算子。如图 6-6(a)所示，我们得到 𝑋 = 𝑈1(𝜋/2, 𝜋, 0)，

𝑌 = 𝑈1(𝜋/2, 𝜋, 𝜋/2)，𝑋/2 = 𝑈1(𝜋/2, 𝜋/2,0) 以及 𝑌/2 = 𝑈1(𝜋/2, 𝜋/2, 𝜋/2) 这四

个具体 SR-NHQC 量子门的约化密度矩阵，由此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平均保真度

为 0.9859。 

6.6.1.3 随机基准测试 

同时这里也可以使用另一种传统的方法，基于克利福德的随机基准测试来表征

SRNHQC 单比特量子门的性能。如图 6-7 (b) 的插图所示，画出了随机基准测

试的实验序列，其中描述了参考和交错随机基准测试实验。在参考和交错随机

基准测试实验中，测量的态概率 (序列保真度) 随着克利福德数 m 而衰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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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a) 实验装置示意图，其中超导 transmon 量子比特 (Q) 分散耦合到两个 3D 微

波腔。一个用于读取 (R) 量子位状态，另一个用于存储 (S) 光子量子位，并实现两量比

特的超鲁棒和乐量子门。(b) 在初始态为 |𝑓⟩ 情况下，测得的超鲁棒单比特和乐量子门 

𝑈1(휃, 𝜋/2,0) 演化的量子态布局数与作为参数 휃 的函数。 (c)，对于初始状态 |𝑔⟩， 

𝑈1(𝜋/2, 𝛾, 0) 演化的量子态布局数与 𝛾 的函数，以及 (d) 对于初始状态 (|𝑔⟩ + |𝑓⟩)/

√2，𝑈1(𝜋/2, 𝜋, 𝜙) 演化的量子态布局数与 𝜙 的函数。 符号和实线分别是实验数据和相

应的数值模拟。 

Fig. 6-6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device, where a superconducting 

transmon qubit (Q) is dispersively coupled to two 3D microwave cavities. One is used for 

readout (R) of the qubit states, and the other for storage (S) of photonic qubit and implementing 

two-qubit super-robust holonomic gate. (b) The measured qubit state populations of the super-

robust single-qubit holonomic gate 𝑈1(휃, 𝜋/2,0) as a function of 휃 for initial state |𝑓⟩ (c) 

𝑈1(𝜋/2, 𝛾, 0)  as a function of 𝛾 for initial state |𝑔⟩ (d), and 𝑈1(𝜋/2, 𝜋, 𝜙) as a function of 

𝜙 for initial state (|𝑔⟩ + |𝑓⟩)/√2 (f), respectively. Symbols and solid lines are experimental 

data and corresponding numerical simulations, respectively.  

 

图 6-7 (b) 所示。参考随机基准测试实验给出了克利福德群中单比特 SR-NHQC

门的平均门保真度为 0.9956。参考和交错 RB 实验的不同之处是，对于特定的

SR-NHQC门 X, Y, X/2 和 Y/2，门保真度分别为 0.9957，0.9960，0.9958 和 0.9956。

这些门的门误差主要来自于超导量子比特 |𝑒⟩ 和 |𝑓⟩ 态的退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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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图量子过程层析和随机基准测试方法表征 SR-NHQC 单比特量子门。(a) 四个具体

的和乐量子门 X, Y, X/2 和 Y/2 的量子过程的约化密度矩阵的实部和虚部的柱状图。x、y

轴上的数字对应于 {|𝑔⟩, |𝑓⟩} 子空间集中的算 符 {𝐼, 𝜎𝑥 , −𝑖𝜎𝑦, 𝜎𝑧}。纯黑色的轮廓线是理想

的量子门。(b) 无论是参考还是交错随机基准测试实验，序列保真度随克利福德数 m 的

变化而衰减。每个数据点在不同的随机序列 k=50 时被测量，将标准差绘制成误差条。参

考衰减曲线的拟合结果表明，SR-NHQC 单量子比特平均门保真度为 0.9956。由参考曲线

与交错曲线的差值给出了四个特定门 X、Y、X/2 和 Y/2 的门保真度。插图是执行参考和

交错随即基准测试实验的实验脉冲序列。 

Fig. 6-7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ingle-qubit SR-NHQC gates with QPT and RB methods. (a) 

Bar charts of the real and imaginary parts of the reduced quantum process matrices R of four 

specific holonomic quantum gates X, Y, X/2, and Y/2, respectively. The numbers in the x and y 

axes correspond to the operators in the basis set {𝐼, 𝜎𝑥 , −𝑖𝜎𝑦 , 𝜎𝑧} in the {|𝑔⟩, |𝑓⟩} subspace. 

The solid black outlines are for the ideal gates. (b) The sequence fidelity decays as a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Cliffords m for both the reference and interleaved RB experiments. Each data 

point is measured for k = 50 different random sequences, with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plotted 

as the error bars. Fitting result of the reference decay curve gives an average gate fidelity of 

0.9956 for the single-qubit SR-NHQC gates. And the gate fidelities of the four specific gates X, 

Y, X/2 and Y/2 are given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ference and the interleaved decay 

curves. Inset figure is the experimental pulse sequences to perform both the reference and 

interleaved RB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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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4 鲁棒性 

为了研究超鲁棒非绝热和乐量子门的抗噪声特性，我们在理论上计算了和

乐量子门的保真度，它是控制脉冲幅度的拉比误差的函数。 具体来说，我们考

虑驱动振幅 Ω(𝑡) 加上一个小的误差系数 휀Ω(𝑡)。换句话说，哈密顿量 𝐻(𝑡) 变

为 𝐻(𝑡) → (1 + 휀)𝐻(𝑡)  相应的时间演化算符 𝑈1
′(휃, 𝛾, 𝜙)。具体地说，含噪声的

演化算符可以由下式子给出即， 

𝑈1
′(휃, 𝛾, 𝜙) = ∑ ⟨𝑚|𝑇𝑒−𝑖 ∫ (1+ )𝐻(𝑡)𝑑𝑡

𝜏
0 |𝑛⟩𝑚,𝑛=0,1 |𝑚⟩⟨𝑛|      (6-20) 

根据量子力学微扰理论，我们可以得到 

𝑈 = 𝑇𝑒−𝑖 ∫ (1+ )𝐻(𝑡)𝑑𝑡
𝜏
0 = 𝐼 + ∑ 𝑅𝑛(𝜏, 0)

∞
𝑙=1           (6-21) 

这里时序相关算符 𝑅𝑛(𝜏, 0) 由下式给出， 

𝑅1(𝜏, 0) = (1 + 휀)∫ 𝑑𝑡1𝐝(𝑡1)
𝜏

0

 

𝑅2(𝜏, 0) = (1 + 휀)
2∫ 𝑑𝑡1∫ 𝑑𝑡2

𝑡1

0

𝐝(𝑡1)𝐝(𝑡2)
𝜏

0

 

… 

𝑅𝑛(𝜏, 0) = (1 + 휀)
𝑛 ∫ 𝑑𝑡1…∫ 𝑑𝑡2

𝑡𝑛−1

0
[𝐝(𝑡1)𝐝(𝑡2)…𝐝(𝑡𝑛)]

𝜏

0
  (6-22) 

在满足了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下，可以计算出 SR-NHQC 门保真度和拉比误的

函数关系式， 

𝐹 = √cos2
𝛾

2
+ sin2

𝛾

2
cos4

𝜋

2
(1 + sin2

𝜋

2
)
2

        (6-23) 

当误差系数远远小于 1 时即 |휀| ≪ 1，门保真度公式 (6-20) 可以简化为 

𝐹 = 1 − (1 − cos𝛾)𝜋2휀2/32                   (6-24) 

因此，对于 SRNHQC 门，其门保真度表现出对于拉比误差的四阶误差依赖性，

而对于常规 NHQC 门则呈现出二阶误差依赖性。常规 NHQC 和 SR-NHQC 对拉

比误差鲁棒性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们的哈密顿量满足不同的几何条件。对于常  

规的 NHQC 情况，仅对于 𝑚, 𝑛 = 0,1，要求哈密顿量满足约束 𝐷𝑚𝑛 = 0。但对 

于 SR-NHQC，需要满足公式 (6-10)，因此增强了对控制误差的抗噪声稳定性。 

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通过与常规 NHQC 闸门和动力学门 (DG) 进行比较，证

明了 SR-NHQC 非绝热和乐量子门具有超强的鲁棒性。 我们通过量子过程层析

方法用实验表征了四个特定门 X，Y，X / 2 和 Y/2 的性能，并画出作为拉比误

差的函数。 由 SR-NHQC，常规 NHQC 和动力学方案实现的这些门的门保真度

随 휀 的变化关系如图 6-8 所示。这些实验结果的清楚地显示了 SR-NHQC 门对

拉比误差有超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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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SR-NHQC 单比特量子门的抗噪声特性。(a)-(d) 用 SR-NHQC、常规 NHQC 和

动力学方法实现的单比特 X (a)、Y (b)、X/2 (c) 和 Y/2 (d) 的实验过程保真度作为拉比误

差 휀 的函数。(e)-(g) SR-NHQC (e)、常规 NHQC (f) 和动力学 (g) 方法实现的 X 门瞬时

动力学相位累积速率 𝑑𝑚𝑛 随演化时间的函数实验结果。符号和实线是实验结果和相应的

数值模拟 

Fig. 6-8 Noise-resilient feature of the single-qubit SR-NHQC gates. (a)-(d)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fidelities of the single-qubit gates: X (a), Y (b), X/2 (c), and Y/2 (d) 

realized by super-robust NHQC, conventional NHQC, and dynamical means, as a function of 

Rabi error 휀. (e)-(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instantaneous dynamical phase accumulated 

rate dmn for X gate realized by super-robust NHQC (e), conventional NHQC (f), and dynamical 

(g) means, as a function of the evolution time. Symbols and solid lines ar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numerical sim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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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非平凡的两比特超鲁棒非绝热和乐量子门。(a) 非平凡的两比特 SR-NHQC 门的物

理实现图示，这些非平凡的两比特门是通过在 |0𝑔⟩ ↔ |0𝑒⟩ 和 |0𝑒⟩ ↔ |0𝑓⟩ 跃迁上使用两

个共振选择性微波来驱动实现的，从而在 {|0𝑔⟩, |0𝑓⟩} 子空间中产生任意旋转，而两比特

量子比特态 |2𝑔⟩ 和 |2𝑓⟩ 并没有受到不受影响。(b) 在实验产生初始福克光子态 |0⟩，

|2⟩ 和 (|0⟩ + |2⟩)/√2 之后的量子比特频谱，它们是通过连续使用拉曼跃迁驱动来生成 

|0𝑓⟩ ↔ |1𝑔⟩ 和 |1𝑓⟩ ↔ |2𝑔⟩ 的耦合[(a) 中的实心灰色箭头线]。(c) 对于初始的两量子比

特态 (|0𝑔⟩ + |2𝑔⟩)/√2，应用两量子比特 SR-NHQC 门 𝑈2(𝜋/2, 𝛾, 0) 后测得的量子态布局

数与几何相位 γ 的关系。(d) 对于初始的两量子比特态 |0𝑓⟩，应用超鲁棒非绝热和乐量

子计算方案和常规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方案实现的两量子比特控制非门 𝑈2(𝜋/2, 𝜋, 0) 

后测得量子态布局数作为拉比误差 휀 的函数。符号和实线分别是实验数据和相应的数值

模拟，它们彼此吻合良好。 

Fig. 6-9 Non-trivial two-qubit super-robust holonomic quantum gates. (a) Illustration of the 

non-trivial two-qubit SR-NHQC gates, which are implemented by using two resonant selective 

microwave drives on |0𝑔⟩ ↔ |0𝑒⟩ and |0𝑒⟩ ↔ |0𝑓⟩ transitions, resulting in an arbitrary 

rotation in {|0𝑔⟩, |0𝑓⟩} subspace, while |2𝑔⟩ and |2𝑓⟩ unaffected. (b) Qubit frequency 

spectroscopy after the generation of initial Fock states |0⟩, |2⟩ and (|0⟩ + |2⟩)/√2, which are 

generated through sequentially utilizing the Raman transition drives on |0𝑓⟩ ↔ |1𝑔⟩ and 

|1𝑓⟩ ↔ |2𝑔⟩ [solid gray arrow lines in (a)]. (c) The measured qubit state populations of the 

two-qubit SR-NHQC gate 𝑈2(𝜋/2, 𝛾, 0) as a function of 𝛾 for initial two-qubit states 

(|0𝑔⟩ + |2𝑔⟩)/√2. (d) The measured qubit ground state populations of the two-qubit CNOT 

𝑈2(𝜋/2, 𝜋, 0)  gate realized with super-robust NHQC and conventional NHQC means as a 

function of Rabi error 휀 for initial state |0𝑓⟩. Symbols and solid lines are experimental data 

and corresponding numerical simulations, respectively, and they agree well with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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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超鲁棒两比特和乐量子门实现 

除了任意的单比特 SR-NHQC 门外，实验还演示了超导 transmon 量子比特

与光子量子比特之间的非平凡的两比特 SR-NHQC 门，其方案图示于图 6-9 (a)。 

在 实 现 两 比 特 SR-NHQC 门 之 前 ， 我 们 需 要 对 两 量 子 比 特 子 空 间 

{|0𝑔⟩, |0𝑓⟩, |2𝑔⟩, |2𝑓⟩} 中的比特态初始化。 

6.6.3.1 初始化两比特态 

 在这一小节，首先简单介绍两量子比特态的初始化的一些细节。 最初，整

个系统冷却至基态 |0𝑔⟩， 我们在 |0𝑔⟩ ↔ |0𝑒⟩ 和 |0𝑒⟩ ↔ |0𝑓⟩ 转换之间使用连

续的 𝜋  脉冲来准备 |0𝑓⟩  态。在这之后，我们应用一个拉曼转移驱动来实现 

|0𝑓⟩ ↔ |1𝑔⟩ 的耦合来准备光子态。我们使用余弦形微波脉冲和扫描脉冲的频率

以实现布局数完全交换。 相应的脉冲序列和实验结果如图 6-10 (a) 和 (c) 所

示。 因此，我们可以提取拉曼跃迁驱动的共振频率。 此外，我们进一步测量

了 |0𝑓⟩ 和 |1𝑔⟩ 态之间的拉比振荡，并给出了相应的脉冲序列和测量结果，如

图 6-10 (b) 和 (d) 所示。 

6.6.3.2 布局数演化和鲁棒性 

在本章，在出现的联合态符号中，数字表示光子量子比特的福克态，字母

对应于超导 transmon 量子比特态。类似于单量子比特的情况，我们可以在两比

特计算基子空间 {|0𝑔⟩, |0𝑓⟩} 实现任意超鲁棒非绝热和乐量子门 𝑈1(휃, 𝛾, 𝜙)。同

时由于很强的 ZZ 耦合相互作用，|2𝑔⟩ 和 |2𝑓⟩ 并没有受到影响。因此，这对应

于一个控制两比特量子门操作在子空间 {|0𝑔⟩, |0𝑓⟩, |2𝑔⟩, |2𝑓⟩}： 

𝑈2(휃, 𝛾, 𝜙) = (
𝑈1(휃, 𝛾, 𝜙) 0

0 𝐼
)                   (6-22) 

为了表征已实现的两比特 SR-NHQC 门，我们首先通过分别在 |0𝑔⟩ ↔ |0𝑒⟩ 

和 |0𝑒⟩ ↔ |0𝑓⟩  上依次施加拉曼跃迁驱动，准备光子量子比特的不同初始福克

态。 实验结果，如图 6-9 (b) 所示。 初始两比特态为 (|0𝑔⟩ + |2𝑔⟩)/√2，我们

通过测量在和乐量子门 𝑈2(𝜋/2, 𝛾, 0) 作用下的量子态布局数作为几何相位 𝛾 

的函数来表征两比特 SR-NHQC 保真度，实验结果如图 6-9 (c) 所示。从量子态

的布局数中，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两比特控制非门 CNOT 门 [𝑈2(𝜋/2, 𝜋, 0)] 的

门保真度为 0.9441。 两比特 SR-NHQC 门的门误差主要来自于在较长的门操作

时间内量子比特激发态的退相干。通过利用两个超导 transmon 量子比特之间的

可调耦合器来实现强大的可调 ZZ 相互作用，可以实现较高的门保真度和较短

的门操作时间。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测量 SR-NHQC 和常规 NHQC 两比特 C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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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量子态布局数随拉比误差  휀  的函数，进一步证明了两比特 SR-NHQC 

CNOT 门的超鲁棒性，如图 6-9 (d) 所示。 实验和数值结果清楚地验证了两比

特 SR-NHQC CNOT 门对控制误差的鲁棒特性。 

 

图 6-10 拉曼转移驱动的表征。(a) 为找到拉曼转移驱动的共振频率来实现 |0𝑓⟩ ↔

|1𝑔⟩ 耦合的脉冲序列。 驱动脉冲具有余弦形状的包络，脉冲时间为 140 ns。(b) 测得的

量子比特布局数 𝑝𝑔 和 𝑝𝑓 作为驱动频率 𝜔𝑑 的函数，从中我们确定驱动共振频率 

𝜔𝑑  =  3.83 GHz; (c) 在 |1𝑓⟩ 和 |2𝑔⟩ 态之间执行拉比振荡脉冲序列。(d) 测得的量子

比特布局数 𝑝𝑔 和 𝑝𝑓 作为驱动脉冲时间的函数。 

Fig 6-10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aman transition drives. (a) Pulse sequence to find the 

resonant frequency of Raman transition drive to achieve the |0𝑓⟩ ↔ |1𝑔⟩ coupling. The drive 

pulse has a cosine-shape envelope with a duration of 140 ns. (b) Measured qubit populations pg 

and pf as a function of the driving frequency 𝜔𝑑, from which we confirm the resonant driving 

frequency 𝜔𝑑  =  3.83 GHz; (c) Pulse sequence to perform the Rabi oscillation between the 

|1𝑓⟩ and |2𝑔⟩ states. (d) Measured qubit populations 𝑝𝑔 and 𝑝𝑓 as a function of drive pulse 

time. 

6. 7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基于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的非绝热几何量子操作及其应用

和实验实现。在一些情况下，通常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和非绝热几何量子计

算缺乏针对实验控制误差的几何鲁棒性。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超鲁棒几何控

制条件并且利用该条件解释了常规的非绝热几何量子操作为什么缺少对控制误

差的稳定性。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超鲁棒几何控制条

件的非绝热几何量子门，其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确保了对误差的鲁棒性。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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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两能级和三能级系统中给出两个具体的物理实现来阐述我们的方案。在

二能级体系中，可以实现基于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的非绝热阿贝尔几何量子门，

称为 SR-NHQC。同时在三能级体系中，我们提出了基于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

的非绝热非阿贝尔和乐的几何量子门，称为 SR-NHQC。 在现有的实验参数下，

数值结果表明与现有的 NGQC，NHQC 和动力学方案相比，SR-NHQC 和 SR-

NGQC 方案可以显着提高几何量子门的鲁棒性，而且数值结果与理论结果吻合

良好。该成果展示在 arXiv:2008.02176 (2020). 

另一方面，我们在超导量子比特体系中实验演示了我们超鲁棒非绝热和乐

单比特和两比特量子门的几何特性。利用随机基准测试方法，实验实现的超鲁

棒非绝热和乐单比特量子门的平均保真度度为 0.9956。我们进一步展示了所实

现的超鲁棒非绝热和乐量子门对实验拉比误差的超鲁棒性，并将其与传统 

NHQC 门和具有相同拉比误差的动力学门进行比较。此外，我们还通过实验验

证了 SR-NHQC 门满足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并证实超鲁棒几何控制条件是 

SR-NHQC门抗噪声的根源。另一方面，我们还在超导量子比特和光子量子比特

之间实现了一种超鲁棒的两量子比特和乐量子门，并展示了它对控制误差的抗

噪声特性。因此，这里所演示的通用超鲁棒几何量子计算方案是一种为实现未

来大规模量子计算提供了有效方法。该实验成果即将投稿到 Phy. Rev. L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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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几何量子门的脉冲优化问题以及实验实现。在非绝热几何

量子计算中，通过运用量子优化控制技术，我们在理论上分别实现了非绝热非

循环几何量子计算、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时间优化非绝热和乐量子计

算以及超鲁棒非绝热和乐和几何量子计算，并且利用超导量子比特系统对一些

方案进行了实验实现。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如下： 

(1) 我们提出一种新的非循环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的方案。该方案不受循

环条件的限制，因而可以加速常规的非绝热几何量子门，我们接着给出在里德

堡中性原子系统如何实现非循环非绝热单比特和两比特的方案。最后，利用现

有的实验参数进行了数值模拟，对新方案性能和鲁棒性进行了模拟。该方案目

前也已经在囚禁离子量子系统中进行了实验验证，从而进一步表明了方案的可

行性。 

(2) 我们提出了一种以可扩展的非绝热几何量子控制的方案。首先给出了

如何把量子优化控制技术与非绝热几何量子调控相结合的一般性方案，然后给

出如何在三能级金刚石色心量子系统中如何实现可扩展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的

方案。最后，利用超导量子比特系统实验验证了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对控制噪声

的鲁棒性。该方案也已经在囚禁离子和金刚石色心量子系统再次被实验验证，

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该方案的可行性。 

(3) 我们将量子优化控制技术应用到超导非绝热和乐量子门中实现了对量

子比特态泄露的压制。该方案是在可扩展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的基础上，结

合优化控制技术和 DRAG 技术减少了在构建几何量子门中不希望发生的量子跃

迁过程和相位误差。因此该方案即使在弱非线性的超导比特系统中仍有超高的

门保真度。此外，还进一步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方案的对泄露误差的压制效果，

并且实验结果和理论结果吻合良好。 

(4) 我们提出一种具有时间优化的非常规和乐量子计算。首先把非常规的

阿贝尔几何量子计算推广到了非阿贝尔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非常规和

乐量子门。接着，结合时间优化控制技术，可以以最短的时间实现所有非绝热

非常规和乐量子门，因而可以极大地减少量子比特衰减和退相位误差的影响。

为了阐述该方案，我们给出了如何在三能级超导 Xmon 量子系统中实现时间优

化的非绝热和乐单比特和两比特的方案。最后，联合实验组对该方案进行了成

功演示，验证了方案对环境和控制噪声的鲁棒性。为实现容错的几何量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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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基础。 

(5) 为实现鲁棒的非绝热几何量子门，我们提出超鲁棒的几何控制条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在提出超鲁棒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与超鲁棒的非绝热几何量

子计算。接着，我们在超导量子比特物理体系中实验演示了通用的超鲁棒非绝

热和乐量子门，并且利用随即基准测试的方案，实现达到 99.56% 的平均门保

真度。最后，将其与常规非绝热几何量子门和动力学门进行比较，进一步展示

了方案的超鲁棒特性。 

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1. 基于非绝热非循环的几何相位，给出了一种快速的非循环几何量子计算

新理论，同时在里德堡系统中给出了物理实现。新方案减少了几何量子门的时

间也提高了对环境噪声的鲁棒性。 

2. 给出了一种可优化的几何量子计算新方案，打破了以往方案对不同能级

的耦合脉冲的严格限制，使得几何量子计算与优化控制理论结合更加容易，同

时极大地提高了几何量子门对系统噪声鲁棒性，并利用超导比特验证了方案的

鲁棒性和可行性。另外，通过优化控制方法可以压制态泄露进一步提高量子门

保真度。 

3. 基于量子时间优化控制技术，理论给出了一种最快的非绝热和乐量子门

的构建方案，相比于常规非绝热和乐计算，对控制误差和退相干噪声有明显的

压制作用，并利用超导比特系统给予了实验证明。 

4. 给出了一种对控制噪声超级鲁棒的新几何量子计算方案，同时在二能级

和三能级系统中给出了物理实现，极大地提升了原有非绝热几何 (和乐) 量子

计算对实验控制误差的稳定性，并利用实验证实了新方案对控制误差超级鲁棒

的特性。 

工作展望： 

目前我们研究了物理比特的几何量子门的调控优化问题，其研究范围比较

有限的。今后还可以进行以下研究：利用动力学解耦技术进一步提高上述非循

环几何量子计算、优化的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时间优化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

超鲁棒非绝热几何量子计算以及超鲁棒非绝热和乐量子计算等方案对退相位噪

声鲁棒性，从而提升它们在金刚石色心、量子点以及中性原子物理系统中的可

行性。并联合相应的实验组，利用实验来验证上述方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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