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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物理学领域
11大未解之谜 1. 什么是暗物质？

2. 什么是暗能量？
3. 从铁到铀的重元素如何形成？
4. 中微子有质量吗？
5. 超高能粒子从哪里来？
6. 是否需要新的光与物质理论来解释高能高温条件下发生的活动？
7. 超高温或超高密度下的新物质形态？
8. 质子是不稳定的吗？
9. 什么是引力？
10. 高维空间存在吗？
11. 宇宙是如何诞生的？

“回答这些基本科学问题将帮助我们理解宇宙万物
存在的奥秘并影响未来几十年科学的发展”



大爆炸

夸克胶子
等离子体 核子 原子核 今天的宇宙



物质的最小组成单元：夸克 & 胶子

原子

电子

原子核 质子

夸克
胶子



四大基本作用力

类型
强度

Strength
作用范围(米)

Range(m)
媒介粒子
Particles

强相互作用力
Strong

1 10-15 胶子

电磁作用力
Electro-magnetic

1/137 ∞ 光子

弱相互作用力
Weak

10-6 10-18 W+, W-, Z0

引力
Gravity

6x10-39 ∞ 引力子？



味道(flavor):

强相互作用中新的自由度：

颜色(color)：

up, down, charm, strange, top, bottom

红，绿，蓝

描述强相互作用的理论

量子色动力学 (Quantum ChromoDynamics)



宇宙的成份



强相互作用贡献了几乎99%质子质量

爱因斯坦质能关系：m=E/c2

质量的组成

u
u
d

质子

单位：1 MeV= 1.79 x 10-30 kg

~1000 MeV~3x5 MeV

夸克
夸克

~3x5 克 ~1000 克

质子



量子色动力学 Quantum ChromoDynamics

David J. Gross H. David Politzer Frank Wilczek

for the discovery of 

asymptotic freedom in 

the theory of the strong 

interaction2004

QCD running coupling

QCD拉格朗日量：

渐近自由

强
相
互
作
用
跑
动
耦
合
常
数

短距离，作用力小长距离，作用力大

Asymptotic 
freedom



自然界中看不到自由的夸克！

QCD running coupling

渐近自由

强
相
互
作
用
跑
动
耦
合
常
数

禁闭

短距离长距离

Confinement

Asymptotic 
freedom

夸克和胶子都被
禁闭在强子
（如质子）里

Millennium Prize Problems



大型强子对撞机 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

位于瑞士日内瓦，周长27公里
将核(子)加速到光速的99.9999991% 

(每秒比光慢3米)

然后对撞打破强子“袋”



ALICE/LHC
第一次铅铅碰撞事例

探测器数据流：300 GB/s

物理数据流：300 MB/s

Tier0/LHC：10 Gb/s 连接



QCD running coupling

渐近自由

强
相
互
作
用
跑
动
耦
合
常
数

禁闭

短距离，微扰长距离，非微扰

Asymptotic 
freedom

非微扰

微扰展开，
收敛！



June 8, 1936 - June 15, 2013

Kenneth G. Wilson

1982

for his theory for 

critical phenomena

in connection with 

phase transitions

用来理解自然界中
为什么不存在自由的夸克

Lattice gauge theory 
(格点量子场论)
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包含了体系所有（非）微扰性质



Lattice 2019

第37届国际格点场论大会

2019年6月16-22

中国武汉

http://lattice2019.ccnu.edu.cn

http://lattice2019.ccnu.edu.cn


Lattice QCD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
唯一的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的(从头开始算) 用来研究QCD长程非微扰的理论方法

将时空离散化为有一定间距的格子：虚时的欧几里得空间！

夸克放在点上，胶子作为点与点之间的连线

将作用力量（拉格朗日量相关）离散化，定义路径积分的量度

定义可观测的物理量

夸克 胶子

量子色动力学拉格朗日量



胶子场 夸克场 反夸克场 格点QCD作用量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高维度数值积分

配分函数 路径积分

路径积分维度：

颜色
3

味道
3

自旋
2

维度
4

空间点数
～48

时间点数
～12



• 4 dimensional grid (=Lattice)

• quarks live on lattice sites

• gluons live on the links

• typical sizes 243x6 to 2564

• parallelization over lattice sites (105 to 109 )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高维度数值积分



Un: 组态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高维度数值积分

,

重要抽样：



Lattice QCD ingredient: 产生组态(configuration)

• sequential process: 马尔可夫链

• use Rational Hybrid Monte Carlo (RHMC) algorithm to evaluate system 

in simulation time

• two dominant parts of the calculation

• 计算费米子力(fermion force): ~50% for improved action  (HISQ)

• 计算费米子矩阵的逆（fermion matrix inversion）: ~90% for standard action

fermion force

,



Staggered Fermion Matrix (Dslash): w=Dv

• Krylov space inversion of fermion matrix

• within inversion application of sparse Matrix (Dslash) dominates ( >80%)

• Highly improved Staggered Quarks (HISQ) use next and 3rd neighbor stencil 

• 每个x点需要 1432 bytes

• 计算上述式子需要 1146 个浮点操作(flops) -> 0.8flops/byte

• 计算速度 (Flops/s) = arithmetic density X memory bandwidth

??? Byte/s

complex 3-dim vector, 

24 bytes for fp32
complex 3x3 matrix, 

72 bytes

complex 3-dim vector, 

24 bytes
complex 3x3 matrix with 

U(3) symmetry, 56 bytes

0.8flops/byte



手征凝聚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求解大型稀疏矩阵的逆

lnZ对化学势能μ的偏导

Conjugate Gradient

矩阵大小 109！



Random Noise 

Method

最简单的情形: 对矩阵的逆求迹

二次平均
Nconf: ~20000

组态(configuration)数目

Nrv: ~2000
随机向量(random noise vector)数目

一般需要107次求逆



Challenges in computations of higher order fluctuations

M: 费米子矩阵

对化学势能的
8阶偏导

Too many 

inversions!



1989



QCDSP: 

QCD on a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0.6 Tflops

-completed 1998

-Gordon Bell (戈登贝尔) Prize

QCDOC: 

QCD On a Chip

-10 Tflops

-completed 2005

-Parent of IBM Bluegene

QCDSP

QCDOC



Retirement of QCDOC in 2011at Brookhaven National Lab, NY, USA

QCDOC:
Quantum ChromoDynamics (QCD) 

On a Chip

capable of handling the 
complex calculations of QCD, 
the theory that describes the 
nature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s of the 
universe



打游戏的显卡可以
用来做科学计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道德经》老子 600 BC

N: Nuclear C3: Color 3 -> QCD

”Tao gives birth to One, One gives birth to Two, Two gives birth to Three, Three gives birth to everything.“- Lao Tzu

S: Science

华中师范大学核科学计算中心

理论峰值: 1 PFlops/s 

存储:1 PB

18 台计算节点(144 NVIDIA V100 GPUs)

June, 2018

第一期设备：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道德经》老子 600 BC

N: Nuclear C3: Color 3 -> QCD

”Tao gives birth to One, One gives birth to Two, Two gives birth to Three, Three gives birth to everything.“- Lao Tzu

S: Science

华中师范大学核科学计算中心

8 GPUs in each node

On 1-single GPU:
643x16, 723x12

8 nodes in each rack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in High Energy Physics
Sep. 19-21, 2018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道德经》老子 600 BC

N: Nuclear C3: Color 3 -> QCD

”Tao gives birth to One, One gives birth to Two, Two gives birth to Three, Three gives birth to everything.“- Lao Tzu

1000 kVA变压器 配电柜

S: Science

华中师范大学核科学计算中心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道德经》老子 600 BC

N: Nuclear C3: Color 3 -> QCD

”Tao gives birth to One, One gives birth to Two, Two gives birth to Three, Three gives birth to everything.“- Lao Tzu

S: Science

华中师范大学核科学计算中心

机房地下水管 风冷冷水机组



V100
Ratio to 

P100

FP64/FP32
7.5/15 

TFLOPS
1.5X

HBM2 

Bandwidth
900 GB/s 1.2X

NVLINK 

Bandwidth
300GB/s 1.9X

On-chip 

Memory
16/32 GB 2x



高效率利用资源：
SLURM：Gres

同时调度CPU和GPU任务

HISQ, 483x12
20%的理论峰值！



Strong scaling of the fortran program for a global lattice size of 2563 ×64.  

Timings are normalized to the run-time on 2048 cores. 

Performance on Jülich Bluegene Q



宇宙终极问题? 42?

from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2005)



21世纪物理学领域
11大未解之谜 1. 什么是暗物质？

2. 什么是暗能量？
3. 从铁到铀的重元素如何形成？
4. 中微子有质量吗？
5. 超高能粒子从哪里来？
6. 是否需要新的光与物质理论来解释高能高温条件下发生的活动？
7. 超高温或超高密度下的新物质形态？
8. 质子是不稳定的吗？
9. 什么是引力？
10. 高维空间存在吗？
11. 宇宙是如何诞生的？

“回答这些基本科学问题将帮助我们理解宇宙万
物存在的奥秘并影响未来几十年科学的发展”



“The whole is more than sum of its parts.”

Aristotle, Metaphysica 10f-1045a 

Quark Gluon Plasma

(QGP)

μB

T

真空激发——实验室中产生新的物质形态?!

“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
Ink painting masterpiece 1986:

"Nuclei as Heavy as Bulls, Through Collision Generate New States of Matter" 

by Li Keran, 

reproduced from open source works of T.D.Lee.

夸克胶子等离子体

从还原论到整体论



实验室中的“小爆炸”

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 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

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
(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der)

大型强子对撞机
(Large Hadron Collider)



相对论重离子
碰撞演化



强相互作用理论本身的性质：相结构,有效性等

强相互作用理论在自然界中的体现：宇宙早期演化，致密星体结构，
重离子碰撞等



利用格点QCD研究强相互作用物质的热力学性质

综述文章

平衡态
&

近平衡态

夸克胶子等离子体



强相互作用核物质
平滑过渡到夸克胶子等离子体

的相转变温度为

《物理评论快报》编辑推荐阅读并被美国物理学会《观点》杂志报道
背景为美国

Lawrence Livermore 国家实验室的Sequoia超级计算机

T. Bhattacharya,…丁亨通,…et al.[HotQCD collaboration], 

Phys. Rev. Lett.,113(2014)082001 

155(1)(8) MeV

什么条件下可以产生新的物质形态——夸克胶子等离子体

1.8x1012 K

室温：293.15 K

太阳表面温度：～5.8x103 K

太阳中心温度：～1.57x107 K

手征磁化率

温度



粒子花名册：Particle Data Book(let)

Travel Particle data book

收录已发现粒子的信息



PDG-HRG: 

利用实验上已经观测到的粒子
的谱做的强子气体模型计算

QM-HRG: 

利用夸克模型预言的粒子的谱
做的强子气体计算

∈
实验上已
经观测到
的粒子{ 夸克模型预

言的粒子{ }

找到了实验上未观测到的奇异
重子对QCD相变贡献的证据

A. Bazavov,丁亨通 et al.[BNL-Bielefeld-CCNU collaboration], PRL 2014

}
《物理评论快报》编辑推荐阅读文章



STAR: PRL112 (2014) 032302

小重子化学势能

寻找QCD临界点
Ratio of the 4th to 2nd order proton number fluctuations

实验室中观察到的非单调行为
是否与QCD的临界行为相关？

Beam Energy Scan(BES) @RHIC

大重子化学势能



非零重子化学势能下的格点QCD模拟

为复数

不正定

重要抽样不再适用

数值有正又有负，结果非常小，误差基本不能控制：NP-hard Problem

符号问题

凝聚态物理中存在类似问题：Hubbard模型等

在传统意义上的计算机一般算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量子计算机？

•将NP问题转化成P问题？



Real (Not imaginary) Gold bar floor in Macao

Too expensive 

(not) to Gamble 



Lattice simulations at nonzero μB

• No direct simulation is reliable due to the infamous sign problem 

• Several approaches exist: Reweighting, imaginary μB, complex Langevin, Lefschetz 

thimbles…

• Taylor Expansion Method for small values of μB

Allton et al., Phys.Rev. D66 (2002) 074507

Gavai & Gupta et al., Phys.Rev. D68 (2003) 034506 



Generalized susceptibilities at mu=0

• Generalized susceptibilities can be written as the derivatives and inversion of 

Dirac operators D

• Most expensive part is the Inversion of the fermion matrix!



Outlook: Mapping out the QCD phase diagram

RHIC Beam Energy Scan,  Phase II (BES-II)

2019-2020: at least 10 times more statistics for each √sNN

Lattice QCD(LQCD): higher accuracy for the 8th & 10th or even higher order Taylor expansion coefficients

LQCD & experiment

expected error in BES-II



[Bielefeld-BNL-CCNU],PRD95 (2017)no 5, 054504

2035

1

1000

Zetascale

PizDaint 

Summit

太湖神威

based on A. Ukawa, 2013 HPC summer school

LQCD: Upto 10th order coefficients known soon!

Next step in 5 years
寻找QCD 临界点



实验 唯象

理论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
微扰量子色动力学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