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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
探索新现象,揭示新规律,提出新概念,建立新理论



• 宇宙的起源和演化

• 生命和智力的起源

• 物质的基本结构和相互作用

。。。。

重要基础性问题



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引力是人类认识最早但也是目前认识最少的一种基本相互作用

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牛顿绝对时空观：时间永恒地均匀流逝，空间是
不动的舞台，两者相互独立并且不受物质的影响。

引力和时空观

超距作用：引力作用是瞬间产生的，无论多远的物体都有引力作用

从动力学上解释了行星运动规律， 准确预言海王星……



爱因斯坦时空观：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
统一体，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而物质告
诉时空如何弯曲。

引力和时空观

引力即是演员，又是舞台广义相对论：引力=时空弯曲



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1915)

定量给出了时空几何与物质的关系！
广义相对论是关于时间、空间和引力的理论

引力波同时存在两种极化模式，以光速传播
电磁相互作用：麦克斯韦方程



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

定量给出了时空几何与物质的关系！
广义相对论是关于时间、空间和引力的理论

引力波同时存在两种极化模式，以光速传播
电磁相互作用：麦克斯韦方程

广义相对论通过了目前所有的检验：水星进动、光线偏折、引力红移、时间延迟，
脉冲双星轨道变化、引力透镜、引力波、黑洞剪影……

基于广义相对论建立了宇宙学的标准模型(Lambda-CDM Model)



宇宙学Lambda-CDM模型

宇宙大爆炸：暴胀+暗能量+暗物质+重子物质



引力的本质仍然是一个谜题！

对引力本质的认识将会带来物理学的又一次革命！

What is the nature of gravity?
It clashes with quantum theory. It doesn‘t fit in the Standard 
Model. Nobody has spotted the particle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it. Newton's apple contained a whole can of worms.

21世纪物理学两朵“大乌云”：暗物质和暗能量

（首先由引力效用发现，都涉及引力效应和引力相互作用）



黑洞

广义相对论预言了黑洞： 史瓦西解(1916)

(Karl Schwarzschild,1873-1916)

（太阳3km, 地球5mm）



黑洞无毛定理：黑洞最终性质仅由质量、角动量和电荷唯一确定

Kerr-Newman 黑洞

M, J, Q

形成黑洞的过程中，有关原来星体的各种性
质信息似乎都被黑洞吞噬了

黑洞留下了三根“毛”：质量、角动量和电荷

天体环境中的黑洞：
克尔黑洞(1963)：M, J



经典黑洞力学四定律

J.M.Bardeen, B.Carter and S.W.Hawking, The Four laws of black hole mechanics, Commun.Math.Phys.31, 
161 (1973)

他们强调了黑洞温度为零，数学形式上与传统热力学有相互对应的巧合

霍金与巴丁、卡特扩展了黑洞性质与热力学定律之间的类比



黑洞剪影

M87星系中心黑洞，65亿倍太阳质量，距离我们5350万光年。

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事件视界望远镜(ETH)

(2019年4月10日)



引力波

13亿光年之外的两颗黑洞合并，初始质量分别为29颗太阳和36颗
太阳，合并成了一颗62倍太阳质量高速旋转的黑洞。

首次直接探测到双黑洞并合引力波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

(2016年2月11日)

GW150914



黑洞热力学

贝肯斯坦(1973)：黑洞熵S正比于事件视界的面积A。

来自量子力学的启示(霍金，1974)

霍金辐射：损失能量和蒸发
黑洞具有确定的温度和热力学熵

（保持热力学第二定律）

黑洞力学 黑洞热力学

霍金辐射源自真空涨落
产生的虚粒子对



黑洞熵：黑洞具有结构和微观自由度

黑洞的熵正比于视界的面积！
(其等于1/4的黑洞视界面积和
普朗克长度平方之比)

黑洞热力学揭示引力、热力学、量子理论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

建立一个自洽的量子引力理论是仍然是理论物理的重要挑战！

黑洞是通向量子引力的一扇窗口！



霍金的墓碑和霍金辐射温度公式



⿊黑洞洞信息悖论 在黑洞的形成和相继的蒸发过程信息丢失？

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大物理基石的交锋

John Preskill

Thorne–Hawking–Preskill bet，1997



引力全息原理

一个量子引力系统可以与一个较低维度的不包含引力
的理论等价描述，这个低维物理系统生存在时空的边界上。

全息原理被认为可能是自然界的基本原理之一！

(原理而非定理或定律)



量子引力候选者

黑洞熵的微观起源：

弦论中发现某种3+1维的(极端)黑洞可以对偶地看做数
个重合的D膜，后者的动力学自由度数恰好正比于3+1
维黑洞的边界“面积”。

圈量子引力给出了黑洞的孤立视界的熵与视界
面积成正比。

关键问题：

一个量子引力体系的自由度如何由其边界上的
自由度所描述?



引力全息对偶

引力全息原理的具体实现：

d维时空的
量子场论

d+1维时空
的(量子)引力

麦克阿瑟奖
萨克勒奖，物理学
丹尼·海涅曼数学物理奖
狄拉克奖章
波梅兰丘克奖
基础物理学突破奖
洛伦兹奖章
爱因斯坦奖章
……

AdS/CFT对应
规范/引力对偶
Maldacena对偶
规范/弦论对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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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德西特时空（AdS）上的超弦（引力）理论等价（对偶）于
在这个反德西特时空边界上的一个共形场论（CFT）。

经典引力等价描述
强耦合量子场论

大Nc和大L极限下：



(a):自旋自由度的归并 (b):反德西特空间

场论不同能量的激发对应到引力时空不同的径向位置

General Relativity = Renormalization Group

引力多出的额外空间维度对应场论的能标

(arXiv: 1101.0597[hep-th])



对偶性的特点

1. 一个引力理论和一个非引力理论的对偶性；

2. 对偶两边的理论生活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上；

3. 经典和量子的对偶性（由于超弦理论中闭弦和开弦的关系，
经典的引力理论可以反映场论的量子性质）；

4. 强弱对偶性(如果引力理论是弱耦合的，则对偶场论是强耦合的，
反之亦然)。



两个表面上看来非常不同的理论（它们甚至是各自生效在不同维数的

时空里）是完全等效的，生存在这些宇宙中的生物将无法确定它们是栖息
于一个由弦论(引力)描述的5维时空还是一个由量子场论描述的4维时空。

一种从强耦合到弱耦合的对应，这使得一个在某一边难以处理的问
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决。 (黑洞信息悖论)

揭示了引力的全息性质，为研究强耦合体系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方
法：通过研究在AdS时空中的引力理论性质可以揭示对偶强耦合量子场
论的许多性质，而后者无法用微扰方法获得。

虽然最初引力全息对偶的提出是来自于弦理论，但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该
对偶本身并不依赖于弦理论，可以把弦理论看成是起到“接生婆”的作用。



Witten和Gubser, Klenanov, Polyakov给出了严格的定量表述
(GKPW公式)：

d维时空的
量子场论

d+1维时空
的量子引力

温度
热力学熵
算符
整体对称性
……

霍金温度
视界面积
动力学场
规范对称性
……

S.S. Gubser, I.R. Klebanov, A.M. Polyakov, hep-th/9802109; E.Witten, hep-th/9802150



标量场情况关联函数的计算

考虑d+1维AdS空间的自由标量场

标量场边界展开形式：

对偶算符外源：

标量算符期待值：



标量场情况关联函数的计算

考虑d+1维AdS空间的自由标量场

标量场边界展开形式：

对偶算符外源：

标量算符期待值：

两点关联函数：
输运性质



引力全息性质：

1） 引力的本质
2） 重要的方法



ß QCD和QGP
ß 凝聚态体系

ß 引力/流体对偶
ß 量子信息

ß 远离平衡态物理

ß 重整化群流

ß Kerr/CFT对偶
ß SYK模型
ß 宇宙学，dS/CFT对偶,高自旋规范场论……

引力全息性的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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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书籍：

综述文献:  
Hartnoll, 0903.3246;  Herzog,  0904.1975;  Mcgreevy, 0909.0518;  Hubeny et
al, 1006.3675; Takayanagi, 1204.2450; Cai et al, 1502.00437; Landsteiner et al,
1911.07978……



全息QCD

研究低能量子色动力学(QCD)的性质，包括状态方程、手征相变、禁闭/退禁闭
相变、介子谱、色超导、QCD 真空、淬火参数、夸克胶子等离子体(QGP)等。



剪切粘度系数

QCD物态方程

二阶和四阶重子极化率,
1507.06972,PRL

声速平方和温度关系,
0804.1950, PRL

中子星质量半径关系，
1603.02943, PRL

KSS bound

Kovtun,  Son and  Starinet, PRL (2005)



全息重离子碰撞

from far-from-equilibrium to viscous 
hydrodynamics, to a hadronic gas cascade, 
to the final (measured) particle spectra. 

A fully dynamical simulation:

Wilke van der Schee, 1407.1849

find good agreement with head-on 
collisions performed at the LHC 
Accelerator.



全息量子物质

For the string or field theorist: AdS/CMT is the study of certain 
properties of large N field theori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holographically dual spacetime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are dissipative properties 
and the phases of the theory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and chemical potentials.

For the condensed matter physicist: AdS/CMT is the study of condensed matter 
systems without quasiparticles. In particular, AdS/CMT provides a class of models 
without an underlying quasiparticle description in which controlled computations
can nonetheless be performed. 

For the relativist: AdS/CMT is the study of event horizons in spacetimes whose 
asymptopia acts as a confining box. Asymptotically AdS spacetime is the simplest
such box. Of particular interest are charged horizons, as well as various flavors 

of novel ‘hairy’ black holes. 



凝聚态物理中的应用，比如强关联体系输运性质、奇异金属、量子临界、
超导、超流、非费米液体、冷原子体系、拓扑绝缘体、外尔半金属等。



全息费米子

费米子谱函数是研究强关联体系的一个重要物理量，对谱函数的研究不仅可以给出
一些理论预言，还可以直接跟实验数据对比

非费米液体

T.Faulkner, N.Iqbal, H. Liu, J.McGreevy, D.Vegh, Science 329 (2010) 1043-1047



引入空间格点后的全息费米子谱函数

1.在强耦合情况下增加空间调制强度对
谱密度具有压低效果，体系会呈现出费米
弧的现象；

2.谱函数在动量空间呈现非周期的行为，
这可能是区别于费米液体的典型行为。

S. Cremonini, LL, J. Ren, JHEP 1909 (2019) 014



全息超导

边界场论 AdS/CFT bulk引力

有限密度 电磁（Maxwell）场
标量算符/凝聚 带电复标量场
温度 黑洞
超导相变 高温/无毛黑洞；

低温/ 有毛黑洞

S.A. Hartnoll, C.P.Herzog, G.T. Horowitz, PRL, 101 (2008) 031601



超导凝聚的bulk图像



凝聚随温度行为

磁场诱导涡旋格点

凝聚相的电导率

全息超导的性质

超导-金属-超导结约瑟夫森效应



全息超导的谱函数



全息库珀对密度波

Rong-Gen Cai, Li Li, Yong-Qiang Wang, Jan Zaanen, PRL 119, 181601 (2017)

v阐明高温超导中电子有序态的起源及其与超导态的关联对于理解高温超导机制具有
重要意义。其中一个研究热点是库珀对密度波(PDW)，作为一个强关联量子物态其对
传统的固体量子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

v我们从引力全息角度构造了PDW的对偶模型，其给出的包括宇称自发破缺等特征与
近期实验观测一致。该工作为研究强关联情况下电子有序态及其与超导态的关系提供
了一种可能理论。

超导凝聚(左)和电荷密度(右)的自发空调调制，
箭头展示伴随宇称破缺的自发流密度行为

对偶带毛黑洞：时空曲率在黑洞视
界附近呈现强烈的自发周期性调制



全息外尔半金属

无能隙的绝缘体
费米面面积为零的金属

超出Landau-Ginzburg的图像

微观起源于量子反常(手征反常，混合的规范-引力反常)

Karl Landsteiner, Yan Liu, Ya-Wen Sun, 1911.07978



全息对偶揭示了引力和流体力学的深刻关系，比如在一般的引力框架内
将爱因斯坦场方程与流体力学的Navier-Stokes方程建立联系，引力理论中
的宇宙监督定律和Navier-Stokes方程正则初值条件之间的关系，利用引力
理论来研究流体力学中如湍流、激波等一些难题等。

手征涡旋效应最早由全息方法给出：

J. Erdmenger et al, 0809.2488 ; N. Banerjee et al, 0809.2596

引力/流体对偶



全息湍流

反向能量级联：

短波区能量向
长波区转移

二维正常流体

A.Adams, P.M.Chesler, H.Liu,1307.7267,PRL



全息湍流

反向能量级联：

短波区能量向
长波区转移

二维正常流体

流体速度的功率谱

Kolmogorov标度律



量子纠缠和量子信息

在强关联系统和量子信息中，量子纠缠扮演着重要作用，作为度量纠缠强弱的物理量，
纠缠熵在很所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

ℋ = ℋ#⨂ℋ%, 𝜌# = 𝑡𝑟% 𝜌, 𝑆# = −𝑡𝑟# 𝜌#ln 𝜌#

全息纠缠熵： Ryu-Takayanagi公式

纠缠熵的面积率：

纠缠熵的强次可加性(strong subadditivity)

给出了纠缠熵的对偶几何描述！

S.Ryu, T.Takayanagi, PRL, 96 (2006) 181602



利用RT公式得到爱因斯坦场方程 [T.Faulkner et al, 2014]

ER=EPR：虫洞等同于纠缠 [Maldacena, Susskind,2013]
时空来自量子纠缠[M. V. Raamsdonk,2010]

黑洞和计算复杂度:黑洞是最快的量子计算机 [A.R.Brown et al, 2016]

提出解决黑洞信息丢失问题的各种方案

黑洞和量子混沌：非时序关联函数(OTOC)，黑洞是具有最高混沌度的系统
[Shenker, Stanford,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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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PR：虫洞等同于纠缠 [Maldacena, Susskind,2013]
时空来自量子纠缠[M. V. Raamsdonk,2010]

黑洞和计算复杂度:黑洞是最快的量子计算机 [A.R.Brown et al, 2016]

提出解决黑洞信息丢失问题的各种方案

黑洞和量子混沌：非时序关联函数(OTOC)，黑洞是具有最高混沌度的系统
[Shenker, Stanford,2014]

未来量子引力的两种可能：

1.量子力学是最基本的理论，引力是从量子纠缠衍生出来。时空几何是微观量子态
纠缠结构的表现,物质引起量子纠缠变化从而导致引力效应。

2.超越目前的量子力学框架，引力和量子力学是真正的基本理论的两种不同的近似



引力
量子纠缠
人工智能
可能有着深刻联系!

Motivated by the close relations of the renormalization group with both the holography duality and the 
deep learning, we propose that the holographic geometry can emerge from deep learning the 
entanglement feature of a quantum many-body state. We develop a concrete algorithm, call the 
entanglement feature learning (EFL), based on the random tensor network (RTN) model for the tensor 
network holography. We show that each RTN can be mapped to a Boltzmann machine, trained by the 
entanglement entropies over all subregions of a given quantum many-body state. The goal is to 
construct the optimal RTN that best reproduce the entanglement feature. The RTN geometry can then 
be interpreted as the emergent holographic geometry. We demonstrate the EFL algorithm on a 1D free 
fermion system and observe the emergence of the hyperbolic geometry (AdS3 spatial geometry) as we 
tune the fermion system towards the gapless critical point (CFT2 point).



引力全息对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有着大量的问题需要去克服，有
着广阔的空间去拓展。



We find it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nature does not make use of it, 
but the precise way in which it does so remains to be discovered.

（G. T. Horowitz & J. Polchi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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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