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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多维度光场调控与超极限光学成像



提名者：中国物理学会



提名意见：
该项目围绕“超极限光学成像”这一目标，发展了多维度光场调控的新手段，

探索了克服衍射极限和信道复杂这两个不利因素的新成像原理与方法，具有通用性
与常规光学显微技术兼容性等优点，因而具有可拓展的广泛应用推广价值。实现了
分辨率达到 70 纳米的无标记远场超分辨光学成像和突破光学散射限制的全彩色动态
非侵入式成像，在此过程中，开发了多种对光场的时间-空间特性进行多维度调控的
新方法。项目成果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等高水平学术杂志上，受到国
内外同行及主流科技媒体的广泛关注与跟进研究，获得 2014 年度中国光学重要成果
奖，单篇论文他引次数达到 287 次，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
鉴于此，中国物理学会郑重提名该项目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成像技术是人类探索自然科学极为重要的工具。电子显微、相衬显微、荧光超

分辨等多项诺贝尔奖成果不断地扩展着人们的“视域”。然而成像技术始终受限于
基本的物理极限，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克服衍射极限和信道复杂两个不利因素。传统
标量衍射理论、变换光学和光场汇聚显然也无法带来新的技术革命。项目从成像的
基本物理过程，以多维度光场调控为技术手段，重新审视了上述两个不利因素。利
用光场在空域、时域和频域调控的新方法，复杂体系中光场能被高效的定向传输、
极限汇聚和反演，噪声中的微弱信号能被有效的提取、筛选和实时演化。随着光场
时空合成新原理的提出，光场传播全矢量描述的完善以及多参量光场调控技术的成
熟，取得的成果包括以下三项科学发现：
1、利用调控光场实现极小空间光场与超分辨光学成像
从光场调控新原理和新技术出发，生成具有奇异性质的复杂光场，研制出精准
光场参数调控和表征装置，探索调控光场的传输和紧聚焦特性。系统性地开展了远
场紧聚焦光学以及超分辨光学成像研究，取得了迄今最优异的远场聚焦与线性无荧
光标记远场光学成像。在可见光范围内能实现 70nm 的空间分辨率。研制了专用光场
调控模块（兼容于商用共聚焦显微镜），使得系统的操作如同普通共聚焦显微。
2、建立了基于光场相位控制的先进光学成像技术
通过对光场的振幅、波矢、相位空间分布等因子开展调控，合成了新型三维空
间光场结构，并将之应用于光刻与成像。通过对散射光场的探测与相位优化首次实
现了散射体后实时、动态、彩色三维透视成像，这种成像方法突破了常规光学散射
限制，提升了人类视觉本领与能力，有望为散射显微和透视成像带来新的技术手段
和应用。
3、多维度光场调控的新手段
利用新型的自适应设计光学方案，设计出新的微纳结构，对光场的空间分布、
传播方向和传输速度进行调控。同时通过设计并制备新型微纳光学结构，实现了对
光场的传输方向、空间分布、传输速度和持续时间的操控。为在时间和空间多维度
上的极限光学成像提供了新手段。
超分辨光学成像显微技术获得 2014 中国光学重要成果奖；在 SPIE Optics and
Photonics 2016 等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被邀为大会主题报告。项目成果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Nature Communications”、
“Advanced materials”
等杂志，其中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 篇，ESI 高引论文一篇, 8 篇代表性成果
总被引 610 次。科学网及中国光学网等科学网站对本成果予以报道，引起了社会关
注与讨论，成果更以科普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物理”杂志上，受到产业界的重视。
项 目 成 果 也 得 到 国 际 主 流 科 学 媒 体 的 关 注 ， 美 国 科 学 促 进 会 新 闻 网 站 （ AAAS
EurekAlert!）以及欧洲科学新闻（AlphaGalileo）等媒体对项目成果进行了报道。



客观评价
（1）极小尺度光场和超分辨成像工作
代表性工作 1 获得 2014 中国光学重要成果奖；第一完成人受邀在意大利举办的

第 12 届“光学新材料与应用”（NOMA2015）学术会议上安排为大会主题报告。在国
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光场调控及与微结构相互作用研究》中，以“光场调控
在超分辨光学显微成像中的应用”为名获得重大研究成果推荐。成果也得到国内外
同行的关注和认可，Opt. Express, 25, 5821 (2016), Opt. Express 25, 28409 (2016)
和 Photon. Res. 5, 15（2017）等文章都报道了该成果并认为矢量光场调控已经在
超分辨成像方面展示了重要的应用前景。英国 Thomas F. Krauss 教授也在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Lasers and Electro-Optics 2015 上介绍了这个成果。
代表性工作 4 发表后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发表的第二个月即获得 Optics Letters
的 top downloads from April 2013 第 4 名（第 1 名为版面扩充通知）
，目前他引总
次 数 超 过 30 次 ， 其 中 大 部 分 文 章 （ 如 Opt. Lett. 38, 3700 (2013), Opt.
Express.21.031469 (2013), Sci. Rep.5,11793 (2015)等）均报道了本代表性工作
的实验数据，“The smallest focal spot(0.0711λ2) was obtained in experiment
with 91% blockage at the middle of the beam.”
（引自 Opt. Com., 331，87 (2014)）
。
认为该成果中所描述的矢量光场调制方式，是这种低阶的径向偏振光调制紧聚焦获
得的最小光斑。
（2）基于光场相位控制的先进光学成像技术
折射率虚部光子晶体工作（代表性工作 2）发表后，中国科学网即对该工作发表
题为“光子晶格设计制备研究取得进展”的报道。同时其相关工作（Opt. Express,
16, 12899 (2008)）较早使用液晶空间光调制器实现了带功能性缺陷光子晶体结构，
因此得到了多篇相关论文的单独重点饮用，被认为是本方向研究的开拓性工作
（Micromachines 7, 59 (2016)）。其中 Applied Optics 综述文献(Applied Optics,
52, 61 (2013)) 认为本工作“通过控制的多光束干涉实现了高对比度功能性器件”。
代表性工作 6 发表后，随即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被收录到了同年 6 月份的
Virtual Journal for Biomedical Optics (VJBO)杂志上。作为典型的波前调制技
术的代表，这一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肯定，多篇高水平文章（如 Nature Photonics,
8, 784 (2014), Optica 2, 424 (2015), Scientific Reports 7, 41789 (2016)）

报导并引用了该成果。该成果的后续研究工作于 2016 年 9 月刊登在了国际知名杂志
Scientific Report（Scientific Reports 6, 32696 (2016)）上。这项工作得到了
广泛的认可：中国光学期刊网等报道了该成果；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物理》在前沿
进展中专题报道此项技术。
（3）多维度光场调控的新方法：
代表性工作 7 被全球最大的科学新闻网美国科学促进会新闻网站（AAAS
EurekAlert!）以及欧洲科学新闻（AlphaGalileo）等媒体进行了题为《科学家的新
方法提升了太阳能电池效率（Scientists' new approach improves efficiency of
solar cells）》的报道。论文发表至今被他引 89 次，包括 Nature Nanotechnology 9,
19 (2014)，Nature Materials 13, 451 (2014)，Advanced Science 3, 1600123 (2016)
等综述论文；提出的准随机结构得到同行认可和使用，被认为可用于“光场调控”
（Nature Communications 5, 5517 (2014)）和“光伏及 LED 器件”(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14, 8734 (2017)）。
代表性工作 3 发表后被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LSA，4，294 (2015)）
和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7，9902（2015）） 等高水平学术刊物引用。
代表性工作 5 被 SCI 他引 287 次，入选 ESI 前 1%高被引论文。
被 Nature Photonics
4, 518 (2010)等综述文章重点引用，被认为在光调制器，增强非线性等方面具有重
要应用价值；被国际同行认为实现了“低色散”（Nature Photonics 3, 207 (2009),
Phys. Rev. Lett 110, 053902 (2013), Phys. Rev. Lett. 118, 183603 (2017)等）、
“高群折射率、宽带宽和低损耗的慢光光子晶体”(Nature Communications, 8, 1441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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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主要完成人 1：周建英
系统性地提出了开展超极限光学成像的光场调控研究，提出了光场调控用于先
进光学成像的研究，提出了调控光场进行光传输优化的研究。为项目开展提供主要
的科研条件，指导研究生开展平台建设和系统研究工作，主导和促进项目的国际交
流。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结题一项，在研一项）以及国家重点研
究计划子项目（结题）。作为代表性论文 1，2，3，6 的通信作者，代表性论文 4、7
的主要作者参与了主要论文的撰写、修改与定稿。
主要完成人 2：谢向生
第 1 发现点：具体开展矢量光场调控技术及其超分辨应用的平台搭建和研究工
作：设计了紧聚焦光场的三维测量装置；搭建极小空间光场的生产装置；推导出矢
量光场的多参量调控共聚焦成像理论并实现超分辨光学成像实验。第 2 发现点：为
先进光学成像技术设计特殊的空间光调制器件。为代表性论文 1 的第一作者，代表
性论文 4 的通信作者，代表性论文 3 的主要作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在
研）和青年（结题）项目。
主要完成人 3：李俊韬
第 3 发现点：利用电子束直写、全息光刻等方法设计制备了虚部光子晶体，慢
光光子晶体波导以及准随机等平板微纳结构，用于光场在空间分布、传播方向和传
输速度等方面的调控。为代表性论文 7，8 的通信作者和 2、5 的第一作者。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在研）、中德合作研究（在研）及青年（结题）项目。
主要完成人 4：刘忆琨
第 3 发现点：设计并制备了色散控制波导阵列，并开展相应的理论和测试工作，
参与设计了准无序光子晶格第 2 发现点：参与制备和测试了折射率虚部光子晶体，
通过控制光场的相位分布实现了带缺陷的干涉光场。为第 3 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
第 2、7 代表性论文的主要作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在研）项目。
主要完成人 5：黎永耀
第 1 发现点：参与完善光场的传输理论。第 3 发现点：利用自适应相位控制技
术产生的缺陷光子晶体波导研究对空间离散孤子的非线性操控规律并为后续研究工
作提供理论基础；协助研究了主动光子晶体基色分离效应理论模型建立和承担部分
数值模拟的工作。为代表性论文 3 的主要作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在研）
和青年（结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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