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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赞助商：



由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物理系主办的《凝聚态物理南

方论坛 2019》会议定于 2019年 1月 11-13日(11日报到，12日全天-13日全天会

议，13日下午 5:00离会) 在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召开。

会议主要以自由报告的形式讨论凝聚态物理与量子材料领域取得的最新成

果、想法或建议。会议组委会热诚地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拨冗莅临，研讨凝聚态实

验、理论和计算材料学及交叉方向研究的最新进展。

大会顾问：

陈十一、唐叔贤、朱邦芬、张富春、谢心澄、王恩哥、高鸿钧、李树深、薛其坤、

祝世宁、沈保根、陈仙辉、向 涛、徐红星、段文晖、方 忠

大会主席：俞大鹏、文小刚

大会执行组委员会：

赵予生、高原宁、吕 力、王冠中、沈 健、王亚愚、李建新、景益鹏、李新奇、

谢茂海、方陶陶、张红、王业伍、王建波、王彪、何佳清

大会组委会：张文清、李志兵、李志远、范平、唐志列、何佳清、叶飞、陈朗

秘书长：夏 钶、卢海舟

大会会务组：

沈跃跃 (总务) 电邮: shenyy@sustc.edu.cn 电话 13632864425

刘芳璐（住宿） 电邮: liufl3@mail.sustc.edu.cn 电话 13632743056

严 馨（车辆） 电邮: yanx@mail.sustc.edu.cn 电话 15600693345

简 晴（系主任论坛）电邮: jianq@ sustc.edu.cn 电话 18675579889



一、凝聚态物理会议校内专用WIFI设置步骤

会议邀请码：69665351 和 29232045

（1） （2）

（3） （4）



二、会议日程
Jan 11 (Fri) 地点

木棉花酒店/麒麟山庄/北站维也纳/专家公寓 入住

Jan 12 上午 地点

7:50-8:45 木棉花酒店/麒麟山庄/北站维也纳/专家公寓 乘车前往人才公园求贤阁

8:45-8:50

人才公园求贤阁

开幕

主持:
藤锦光

8:50-9:10 陈十一致辞

9:00-9:10 俞大鹏致辞

量子研究院介绍

9:10-9:40
院士讲堂-文小刚

主持:
俞大鹏

9:40-10:00 茶歇

10:00-10:30 院士讲堂-杜江峰
主持:
俞大鹏

10:30-11:00 院士讲堂-杨学明

11:00-11:20 座谈/公众互动

11:20-11:30 拍集体照

11:30-12:30 人才公园科苑南路出口 乘车返回南科大午餐

12:30-2:00 南科大茶餐厅/专家公寓二楼/教工餐厅 午餐

Jan 12 下午

2:00-3:40 南科大第一教学楼 301-304教室 分会报告/系主任论坛

3:40-4:00 南科大第一教学楼二楼平台 茶歇

4:00-6:05 南科大第一教学楼 301-304教室 分会报告/系主任论坛

6:05 自由交流

Jan 13 上午 地点

8:00-8:30 木棉花酒店/麒麟山庄/北站维也纳 乘车前往南科大第一教学楼

8:30-10:10 南科大第一教学楼 301-304教室 分会报告

10:10-10:30 南科大第一教学楼二楼平台 茶歇

10:30-12:10 南科大第一教学楼 301-304教室 分会报告

12:10-2:00 南科大茶餐厅/专家公寓二楼/教工餐厅 午餐

Jan 13 下午

2:00-2:40

南科大图书馆 110

报告人: 牛谦
主持: 沈保根

2:40-3:20 报告人: 陈仙辉

3:20-3:40 茶歇

3:40-4:20 报告人: 向涛 主持: 段文晖

4:20-5:00 凝聚态 Panel 主持: 张富春

5:00 自由活动



1.12下午与 1.13上午南科大第一教学楼三楼教室分会场分布

(场地总负责人: 叶飞 18676689562)

教室 分会场 负责人 学生志愿者

301 表面物理与未来功能量子材料 陈朗

15602999175

李晓文 13686814751

蔡辰 18323104485

302 凝聚态理论与计算物理 张文清

13764943712

董二婷 13462269967

罗志恒 18361228516

计嘉琳 18817572825

303 超导/磁学/极端条件下的凝聚态物理 卢海舟

15807553286

孙海鹏 16675599858

李帅 15626488109

304 强纠缠拓扑量子物态和量子信息物理 翁文康

15810226783

王源生 18293193317

袁怀洋 13552136500

黄琦玮 18073262436



表面物理与未来功能量子材料 分会场报告

表面物理与未来功能量子材料 南方科技大学第一教学楼 301

Jan 12 Sat

Chair 林媛 电子科技大学

2:00-2:25 别亚青 中山大学 Terahertz-driven irreversible topological phase transition in
2D MoTe2

2:25-2:50 陈朝宇 南方科技大学 Tuning the dimensional crossover of a three-dimensional
topological insulator by band gap engineering

Chair 赵悦 南方科技大学

2:50-3:15 付英双 华中科技大学 Phason-polaron effect on purely one dimensional charge
order of Mo6Se6 nanowires

3:15-3:40 江颖 北京大学 表面水的高分辨原子力显微镜研究进展

3:40-4:00 茶歇 第一教学楼二楼平台

Chair 吴克辉 物理所

4:00-4:25 李贵新 南方科技大学 非线性光学超构表面

4:25-4:50 刘冰冰 吉林大学 高压下碳材料的新结构

Chair 戴俊峰 南方科技大学

4:50-5:15 刘开辉 北京大学 米级二维单晶材料的原子制造与表征

5:15-5:40 缪峰 南京大学 二维材料的电子输运与器件

5:40-6:05 翁红明 物理所 TBA

Jan 13 Sun

Chair 李志兵 中山大学

8:30-8:55 钱冬 上海交通大学 拓扑材料和钌氧化物的电子结构研究

8:55-9:20 宋凤麒 南京大学 团簇研究走向原子制造

Chair 黄明远 南方科技大学

9:20-9:45 孙栋 北京大学 基于半金属的高性能光电探测

9:45-10:10 王建农 香港科技大学 Interfacial bound exciton in a hybrid structure of monolayer
WS2 and InGaN quantum dots

10:10-10:30 茶歇 第一教学楼二楼平台

Chair 常凯 半导体所

10:30-10:55 王宁 香港科技大学 Probing quantum transport in atomically thin
semiconducting 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s

10:55-11:20 吴施伟 复旦大学 Nonlinear optical response of Dirac fermions in graphene

Chair 刘畅 南方科技大学

11:20-11:45 谢茂海 香港大学 TBA

11:45-12:10 郑浩 上海交通大学 Quasiparticle interference and nonsymmorphic effect on a
“floating band” surface state of ZrSiSe

12:10-2:00 午餐 南科大茶餐厅/专家公寓二楼/教工餐厅

(*为体现学术平等, 按拼音排序)



凝聚态理论与计算物理 分会场报告

凝聚态理论与计算物理 南方科技大学第一教学楼 302

Jan 12 Sat

Chair 施均仁 北京大学

2:00-2:25 季威 中国人民大学 非共价相互作用与物性调控

2:25-2:50 李涛 中国人民大学 A new effective gauge field theory of quantum spin liquids

Chair 张文清 南方科技大学

2:50-3:15 李志远 华南理工大学 表面等离激元增强的拉曼散射统一理论

3:15-3:40 刘鑫 华中科技大学
Lattice symmetry assisted second order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ors and Majorana patterns

3:40-4:00 茶歇 第一教学楼二楼平台

Chair 魏苏淮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4:00-4:25 刘雄军 北京大学 TBA

4:25-4:50 刘奇航 南方科技大学
Doping effects of quantum materials by means of
self-interaction corrected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Chair 黄丽 南方科技大学

4:40-5:15 卢仲毅 中国人民大学
Interaction-Induced Characteristic Length in Strongly
Many-Body Localized Systems

5:15-5:40 孟胜 物理所 Emergent quantum states in photoexcited solids

5:40-6:05 赵宇军 华南理工大学
Novel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and Comparison for Cluster,
Quasicrystal, and Crystal

Jan 13 Sun

Chair 姚裕贵 北京理工大学

8:30-8:55 沈顺清 香港大学 拓扑安德森绝缘体：理论和实验

8:55-9:20 孙庆丰 北京大学 Majorana态的调控和编织

Chair 徐虎 南方科技大学

9:20-9:45 万贤纲 南京大学
Towards ideal topological materials: Comprehensive
database searches using symmetry indicators

9:45-10:10 王孝群 上海交通大学
Kondo Signatures of a Quantum Magnetic Impurity in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ors

10:10-10:30 茶歇 第一教学楼二楼平台

Chair 朱诗亮 南京大学

10:30-10:55 许志芳 南方科技大学
Bosonic Topological Excitations from the Instability of a
Quadratic Band Crossing

10:55-11:20 姚宏 清华大学 Universal Properties of Many-Body Localization

Chair 吴健生 南方科技大学

11:20-11:45 翟荟 清华大学 Machine Learning for Quantum Physics

11:45-12:10 张世忠 香港大学
P-wave Fermi Gas: Normal State Properties and Fermi
Liquid Description

12:10-2:00 午餐 南科大茶餐厅/专家公寓二楼/教工餐厅

(*为体现学术平等, 按拼音排序)



超导/磁学/极端条件下的凝聚态物理 分会场报告

超导/磁学/极端条件下的凝聚态物理 南方科技大学第一教学楼 303

Jan 12 Sat

Chair 王开友 半导体所

2:00-2:25 陈廷勇 南方科技大学 Study Triplet Superconductivity using a Fully

Spin-polarized Current

2:25-2:50 谭振兵 南方科技大学 Cooper pair splitting in graphene

Chair 李泉 香港中文大学

2:50-3:15 靳常青 物理所 高压极端条件功能材料

3:15-3:40 李永庆 物理所 反常的反常霍尔效应

3:40-4:00 茶歇 第一教学楼二楼平台

Chair 李新奇 天津大学

4:00-4:25 李世燕 复旦大学 Heat transport study of spin liquid candidates

4:25-4:50 廖志敏 北京大学 拓扑半金属中 4π周期的超导电流

Chair 廖志敏 北京大学

4:50-5:15 卢海舟 南方科技大学 3D Quantum Hall effect

5:15-5:40 马琰铭 吉林大学 高压下稀土金属氢化物的结构与奇异超导特性

5:40-6:05 王伟良 中山大学 TBA

Jan 13 Sun

Chair 刘正猷 武汉大学

8:30-8:55 封东来 复旦大学 电声子相互作用与高温超导

8:55-9:20 王守国 北京科技大学 磁性薄膜阈激发深紫外激光光发射电子显微术研究

Chair 何洪涛 南方科技大学

9:20-9:45 王楠林 北京大学 光激发在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中诱导的亚稳态和集体激

发模式

9:45-10:10 温锦生 南京大学 Exotic spin excitations of quantum magnets

10:10-10:30 茶歇 第一教学楼二楼平台

Chair 鲍威 中国人民大学

10:30-10:55 吴留锁 南方科技大学 中子散射及钙钛矿结构量子磁体中的自旋子激发研究

10:55-11:20 肖江 复旦大学 Magnetic texture based magnonics

Chair 修发贤 复旦大学

11:20-11:45 姚道新 中山大学 Single-orbital realiz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s±

superconductivity in the square-octagon lattice

11:45-12:10 张立源 南方科技大学 三维量子霍尔效应的研究

12:10-2:00 午餐 南科大茶餐厅/专家公寓二楼/教工餐厅

(*为体现学术平等, 按拼音排序)



强纠缠拓扑量子物态和量子信息物理 分会场报告

强纠缠拓扑量子物态和量子信息物理 南方科技大学第一教学楼 304

Jan 12 Sat

Chair 于扬 南京大学

2:00-2:25 陈远珍 南方科技大学 Experimental Realization of non-Adiabatic Shortcut to
non-Abelian Geometric Gates

2:25-2:50 邓修豪 南方科技大学 Robust quantum control with analytical solutions

Chair 孔良 南方科技大学

2:50-3:15 李俊 南方科技大学 Experimental implementation of design Hamiltonian
approach to quantum pseudorandomness on a 12-spin
system

3:15-3:40 Georgios
Siviloglou

南方科技大学 Building a quantum assembler for magnetic atoms

3:40-4:00 茶歇 第一教学楼二楼平台

Chair 贾金锋 上海交通大学

4:00-4:25 孙麓岩 清华大学 Quantum generative adversarial learning in a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circuit

4:25-4:50 汪福东 南方科技大学 TBA

Chair 黄培豪 南方科技大学

4:50-5:15 王浩 南方科技大学 Interlayer correlated fractional quantum Hall state in the 4/5
bilayer system

5:15-5:40 辛涛 南方科技大学 求解线性微分方程的量子算法

Jan 13 Sun

Chair 李剑 国防科技大学

8:30-8:55 叶鹏 中山大学 Generalized Wen-Zee terms in Symmetry-Protected
Topological Phases and Topological Gravity

8:55-9:20 尤立星 上海微系统与信

息技术研究所

面向量子信息的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

Chair 吴志钢 南方科技大学

9:20-9:45 于海峰 南京大学 Entanglement propagation in a superconducting qubit chain

9:45-10:10 张君华 南方科技大学 NOON States of Nine Quantized Vibrations in Two Radial
Modes of a Trapped Ion

10:10-10:30 茶歇 第一教学楼二楼平台

Chair 杨中民 华南理工大学

10:30-10:55 张龙 中国科学院大学 TBA

10:55-11:20 钟满金 南方科技大学 TBA

11:20-11:45 眭孟乔 牛津仪器 牛津仪器制冷机助力极低温量子输运及量子信息研究

12:30-2:00 午餐 南科大茶餐厅/专家公寓二楼/教工餐厅

(*为体现学术平等, 按拼音排序)



三、其他指南

（一）酒店信息

（1）深圳湾木棉花酒店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滨海大道道 3001号
电话：400-875-7766

（2）麒麟山庄

深圳市南山区沁园路 4599号深圳麒麟山庄

电话：0755- 26618888
（3）维也纳国际酒店（深圳北站店）

深圳市龙华区致远中路 2号
电话：0755-88832923

（4）南方科技大学专家公寓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88号
电话：0755-86664284

（二）会议期间天气



（三）会议地点

（1）凝聚态物理南山院士讲堂地点：深圳湾人才公园求贤阁

深圳市 南山区科苑南路

（2）论坛/Panel地点：南方科技大学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88号(地铁 5号线塘朗站)



会议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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