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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１世纪初，ＧＯＬ’ＴＳＭＡＮ等人开启了超导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ＳＮＳＰＤ）这一研究领域。历经整整２０年的发
展，ＳＮＳＰＤ已经成为综合性能优异的单光子探测器，被广泛用于量子与经典的弱光探测。本文从性能指标、器件物理、薄
膜材料、器件结构、加工工艺、光学耦合、信号读出、制冷系统、应用演示等９个方面，回顾了过去２０年里ＳＮＳＰＤ的重要研
究进展；在此基础上，展望和评述了未来可能的研究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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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１年８月，ＧＯＬ’ＴＳＭＡＮ等人在 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期刊上发表了题为“Ｐｉｃｏｓｅｃｏｎｄ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ｏｒ”的论文［１］。他们在 ５ｎｍ
厚的氮化铌超导薄膜上，通过“自顶向下”（ｔｏｐｄｏｗｎ）
的微纳加工方法，制备了宽度为 ２００ｎｍ、长度为
１０００ｎｍ的纳米条（ｎａｎｏｓｔｒｉｐ；在该文中作者称之为
“ｍｉｃｒｏｂｒｉｄｇｅ”，即微米桥）；在这个超导纳米条中通以

偏置电流，作者实验演示了它对波长为８１０ｎｍ的光有
单光子响应。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标志着超导

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①（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ｓｉｎ
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ＮＳＰＤ）的诞生，开启了 ＳＮＳＰＤ这
一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

时至今日，ＳＮＳＰＤ整整发展了 ２０年。在研究人
员的努力下，ＳＮＳＰＤ已经成为综合性能优异的一类单
光子探测器，从实验室的演示器件发展出了商业化的

ＳＮＳＰＤ系统，又走进世界各地的光学实验室与各种应
用场合。ＳＮＳＰＤ已经实现了②超过９０％的系统探测效
率（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ＤＥ）［２９］———已报道的
最高系统探测效率在１３５０ｎｍ波长处达到９９５％［９］、

每秒 １０－４个量级的暗计数 率 （ｄａｒｋｃｏｕｎｔｒａｔｅ，
ＤＣＲ）［１０］、在可见光波段小于 ３ｐｓ的时域抖动［１１］、

４８０ｐｓ的响应恢复时间［１２］。在世界范围，大约有３０多
个研究机构开展与ＳＮＳＰＤ相关的研究工作（不包括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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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ＳＮＳＰＤ使用者的机构），已有６家公司出售插电
即用的ＳＮＳＰＤ系统：赋同量子（中国）、ＳｉｎｇｌｅＱｕａｎｔｕｍ
（荷兰）、ＳＣＯＮＴＥＬ（俄罗斯）、ＩＤＱｕａｎｔｉｑｕｅ（瑞士）、
ＱｕａｎｔｕｍＯｐｕｓ（美国）、ＰｈｏｔｏｎＳｐｏｔ（美国）。ＳＮＳＰＤ的
应用领域从早期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缺陷检测［１３］、量子

密钥分发［１４］扩展到了月地激光通信［１５］、“九章”量子

计算原型机［１６］、激光雷达［１７２１］等等。

在过去，研究者已经发表了若干有关ＳＮＳＰＤ的综
述论文［２２３８］。２００９年，ＨＡＤＦＩＥＬＤ综述了量子信息应
用对单光子探测器的要求以及各类单光子探测器的工

作原理、性能比较［２２］。２０１４年，ＤＡＵＬＥＲ等人综述了
当时的高性能 ＳＮＳＰＤ系统，介绍了各种光学耦合、电
学读出方法［２４］。２０１４年，ＹＯＵ从 ＳＮＳＰＤ的工作原
理、性能指标、材料等方面进行了疏理与总结［２５］。

２０１５年，ＥＮＧＥＬ等人对 ＳＮＳＰＤ的探测机制和相关理
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２６］。２０１５年，ＨＵ等人的短
篇综述着重关注了高探测效率的非晶态硅化钨

ＳＮＳＰＤ、波导集成的ＳＮＳＰＤ、ＳＮＳＰＤ在月地激光通信中
的应用［２７］。２０１６年，ＨＡＤＦＩＥＬＤ和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编辑
的书中对ＳＮＳＰＤ的性能参量、探测机制进行了疏理，
同时关注了使用多根纳米线的探测器结构与波导集成

的 ＳＮＳＰＤ［２８］。２０１７年，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等人综述了
ＳＮＳＰＤ在量子信息、量子光学、空间激光通信、生命科
学中的应用［２９］。２０１８年，ＹＯＵ总结了国内外 ＳＮＳＰＤ
的最新性能指标、多种应用进展以及 ＳＮＳＰＤ的产业化
情况［３０］。２０１８年，ＦＥＲＲＡＲＩ等人综述了波导集成
ＳＮＳＰＤ的研究进展［３１］。２０１９年，ＨＯＬＺＭＡＮ和 ＩＶＲＹ
的综述细致讨论了材料、器件设计、工作条件对

ＳＮＳＰＤ性能指标的影响［３２］。２０１９年，ＨＵ等人综述了
引起ＳＮＳＰＤ器件时域抖动的机制［３３］。２０２０年，ＹＯＵ
阐述了量子信息领域对单光子探测器的要求，介绍了

ＳＮＳＰＤ的工作原理、性能参数，介绍了 ＳＮＳＰＤ在量子
信息应用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工作［３４］。２０２０年，ＰＯＬＡＫ
ＯＶＩＣ等人综述了ＳＮＳＰＤ在粒子探测中的研究进展［３５］。

①关于此类单光子探测器的英文名称、缩写、中译：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于２０１７年发布的国际标准ＩＥＣ６１７８８２２１，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Ｐａｒｔ２２１：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ｅｖｉｃｅｓＧｅｎｅｒｉｃ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将此类器件命名为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ｎａｎｏｓｔｒｉｐｐｈｏｔ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ＮＳＰＤ），中文可译为“超导纳米条光子探测器”；在过去２０年里，本领域的研究者经常使用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ＮＳＰＤ），中文译为“超导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本文中也沿用这一名称；早期研究者也使用 ｓｕｐ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ＳＰＤ）来指代此类探测器，中文译为“超导单光子探测器”，但事实上超导单光子探测器有多种，用
这一名称专门指代此类探测器不甚确切；此外，多根超导纳米线并联所构成的单光子探测器被称为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ａｖａ
ｌａｎｃｈｅｐｈｏ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ＮＡＰ），中文译为“超导纳米线雪崩光电探测器”，本文作者把ＳＮＡＰ视作一类ＳＮＳＰＤ，即：ＳＮＡＰ是ＳＮＳＰＤ的子
集，而不把ＳＮＡＰ和ＳＮＳＰＤ并列，有时也用ＳＮＳＰＤ指代ＳＮＡＰ器件。
②这些性能指标为单项性能指标，并非在同一个ＳＮＳＰＤ器件或系统同时实现。

２０２１年，ＥＳＭＡＥＩＬＺＡＤＥＨ等人回顾了 ＳＮＳＰＤ的发展
历史、探测机制、性能指标、超导材料、加工方法、器件

结构、应用，展望了集成低温读出电路的 ＳＮＳＰＤ阵列
与基于 ＳＮＳＰＤ的可重构光量子回路［３６］。２０２１年，
ＳＴＥＩＮＨＡＵＥＲ等人综述了大光敏区 ＳＮＳＰＤ的研究进
展，总结了多像元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复用和读出方案［３７］。

２０２１年，ＳＨＩＢＡＴＡ综述用于加工 ＳＮＳＰＤ的多种超导
材料［３８］。这些文献对于学习和研究 ＳＮＳＰＤ、厘清
ＳＮＳＰＤ这２０年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作者旨在较为全面地回顾和疏理 ＳＮＳＰＤ领域２０
年的重要研究进展，并对ＳＮＳＰＤ接下来的研究与发展
进行展望和评述。ＳＮＳＰＤ是多个学科交叉互融的结
晶，涉及光电子、超导、材料、低温、微纳加工，ＳＮＳＰＤ
又被用于通信［１５，３９４０］、成像［１９，２１，４１４８］、传感［１３，１７１８，２０］、测

量［４２，４９５２］、计算［１６，５３５４］等领域。因此，ＳＮＳＰＤ这一研究
领域的内涵和外延都非常丰富。毫无疑问，在过去的

２０年里ＳＮＳＰＤ的器件与系统性能都有巨大的提升；
ＳＮＳＰＤ是一项相当成功的技术。作者在简介 ＳＮＳＰＤ
的基础之上，将从ＳＮＳＰＤ的性能指标、器件物理、薄膜
材料、器件结构、加工工艺、光学耦合、信号读出、制冷

系统、应用演示等９个方面详细回顾重要研究进展，以
期望呈现ＳＮＳＰＤ领域发展的现状，并展望未来的研究
和发展方向。

１　ＳＮＳＰＤ简介

超导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最常用的器件结构是回

形纳米线结构［２６，８９］，如图１ａ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所示。图１ａ所示的ＳＮＳＰＤ光敏区边长为１０μｍ，该器
件所用的超导薄膜是在二氧化硅／硅（ＳｉＯ２／Ｓｉ，即硅的
氧化片）基底上通过反应磁控溅射工艺沉积的９ｎｍ厚
的氮化钛铌（ＮｂＴｉＮ）［４，７，９，５５５６］薄膜。其他常用的超导
薄膜 材 料 还 有 氮 化 铌 （ＮｂＮ）［３，６，５７］、硅 化 钨
（ＷＳｉ）［２，５８５９］、硅化钼（ＭｏＳｉ）［５，８］等等；其他常用的基
底还有蓝宝石（Ａｌ２Ｏ３）

［１，６０６３］、氧化镁（ＭｇＯ）［５５，６４６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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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超导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ＳＮＳＰＤ）的典型结构、模块、系统、部分实测性能
ａ—具有回形纳米线结构的ＳＮＳＰＤ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ＳＮＳＰＤ光敏区边长为１０μｍ）　ｂ—ＳＮＳＰＤ的自对准封装（子图为具有钥匙孔结构的芯片
照片）　ｃ—基于０．１Ｗ闭循环ＧｉｆｆｏｄＭｃＭａｈｏｎ（ＧＭ）制冷机的ＳＮＳＰＤ系统　ｄ—经射频放大器放大的ＳＮＳＰＤ输出电压脉冲　ｅ—ＳＮＳＰＤ的器件探测
效率随偏置电流Ｉｂ的变化（红线与黑线分别代表了偏振最大和偏振最小器件探测效率）　ｆ—ＳＮＳＰＤ的暗计数率随偏置电流的变化

绝缘体上的硅（ｓｉｌｉｃｏｎｏｎ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ＳＯＩ）［６７］等等。图
１ｂ展示了一种具有钥匙孔结构的芯片以及带有光纤、
超小Ａ型（ｓｕｂ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Ａ，ＳＭＡ）电缆的自对准封装
模块［２，４５，７９］。这个封装模块被安装在冷头温度能够

降至液氦温区、制冷功率为０．１Ｗ的小型 ＧｉｆｆｏｒｄＭｃ
ｍａｈｏｎ（ＧＭ）制冷机中，如图１ｃ所示，带有ＳＮＳＰＤ模块
的 ＧＭ制冷机便成为插电即用、可以连续运转的
ＳＮＳＰＤ闭循环系统———系统的输入端为普通单模光
纤，输出端为ＳＭＡ同轴电缆。图１ｄ展示了一个经射
频放大器放大后的输出电压脉冲，它有一个较为陡峭

的前沿和一个近似指数函数缓慢回复归零的后沿。图

１ｅ展示了一个ＳＮＳＰＤ在不同偏置电流下的器件探测
效率（ｄｅｖｉ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ＤＥ）：增大偏置电流
Ｉｂ，ＳＮＳＰＤ的ＤＤＥ增大，性能优良的器件在高偏置电
流ＤＤＥ会趋于饱和；具有回形纳米线结构的 ＳＮＳＰＤ
的ＤＤＥ对入射光子的偏振态敏感，图１ｅ中的两条曲
线对应偏振最大ＤＤＥ与偏振最小ＤＤＥ。图１ｆ是一个
ＳＮＳＰＤ在不同偏置电流下的暗计数率（ｄａｒｋｃｏｕｎｔ
ｒａｔｅ，ＤＣＲ），实验测得的 ＤＣＲ与器件本身和封装方式
都有关；图１ｆ中大偏置电流区间的暗计数被认为是
ＳＮＳＰＤ的本征暗计数占主导［６８６９］，而小偏置电流区间

的暗计数被认为主要是由光纤耦合到 ＳＮＳＰＤ的黑体
辐射引起的［７０７１］。

超导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探测光子的基本原理是

纳米线吸收入射光子后，局部发生从超导态到有阻态

的相变，进而输出电压脉冲。ＳＮＳＰＤ吸收一个入射光
子后产生电压脉冲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１）在光子的触发下形成初始有阻区或者有阻
带［１，７２７５］；（２）有阻区或者有阻带进行热电演化［７６７７］。

这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这两个阶段伴随着电

流在纳米线与负载之间的转移和电压脉冲的产生。目

前，研究者对第２个阶段的物理过程有比较清晰的认
识，相应的理论是热电模型［７６７８］；研究者对第１个阶
段的物理过程有不同的理解，也提出了多种理论模

型［１，７２７５］，但尚无一种理论模型能够定量解释所有已

经观察到的相关实验结果。因此，ＳＮＳＰＤ的探测机理
仍然是一个研究热点，尤其是近年来研究者理论预

言［７５］并实验演示［７９］了基于超导微米线的单光子探测

器，使得对超导纳米线和微米线单光子探测机理的研

究需求更加迫切。

研究者最早提出的探测机理是热点模型（ｈｏｔｓｐｏｔ
ｍｏｄｅｌ）［１］，如图２所示。图２ａ中以接近超导纳米线临
界电流的电流偏置纳米线；图２ｂ中当入射光子被纳米
线吸收后，纳米线局部区域变成有阻态，这个区域被称

为“热点”；图２ｃ中热点使得附近的超导区域横截面
减小、电流密度增大以至于超过超导临界电流密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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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ＳＮＳＰＤ探测光子的热点模型
ａ—超导纳米线中通入接近超导纳米线临界电流的偏置电流　ｂ—当超
导纳米线吸收光子后，局部区域变成有阻态，该区域被称为“热点”　
ｃ—当热点附近超导区域内的电流密度超过超导临界电流密度时，整个
纳米线横截面变为有阻态，形成初始有阻带　ｄ—电流通过有阻带产生
的焦耳热使得有阻带沿纳米线纵向扩大，纳米线阻值上升，进而使得电

流转移到与纳米线并联的低阻负载，产生电压　ｅ—纳米线吸收的能量
和产生的焦耳热逐渐通过基底耗散，纳米线的有阻区逐渐消失，变回超

导态图２ａ，偏置电流回流超导纳米线，电压脉冲消失，ＳＮＳＰＤ可进行下
一次光子探测

“热点”附近的纳米线整个横截面失超，形成初始有阻

带；图２ｄ中电流流经有阻带产生焦耳热，使得有阻带
进一步沿纳米线纵向扩大，大部分电流转移到与纳米

线并联的低阻负载，产生电压；图２ｅ中纳米线吸收的
能量和产生的焦耳热逐渐通过基底耗散掉，纳米线的

电阻区逐渐消失，回到超导态；图２ａ中偏置电流回流
纳米线，电压回复归零，此时 ＳＮＳＰＤ可以探测下一个
光子。虽然热点模型提供了一个理解 ＳＮＳＰＤ探测单
光子的物理图景，但是难以定量地解释很多实验结

果［８０］。

２　性能指标

一个理想的单光子探测器（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ＳＰＤ）可以理解为如下系统：输入信号为单个光子，输
出信号为电压脉冲（或者其他电信号）；通过对电压脉

冲计数达到对光子计数的目的。换言之，理想的单光

子探测器能如实地告知有无入射光子，不漏计、不误

报、不重计，这种探测器也被称为桶探测器（ｂｕｃｋｅｔｄｅ
ｔｅｃｔｏｒ），如图３ａ所示。但事实上，没有一个 ＳＰＤ是理
想的或完美的：有时有光子入射，但 ＳＰＤ却没有输出
电压脉冲；有时没有光子入射，但 ＳＰＤ却输出电压脉
冲；有时有一个光子入射，但 ＳＰＤ却输出多个电压脉
冲。

另一方面，ＳＰＤ除了告知有无入射光子，还可能提
供光所携带的其他信息：时间模式、空间模式、偏振模

式、波长、光子数。也就是说，ＳＰＤ可能具有时间分辨、
空间分辨、偏振分辨、波长分辨、光子数分辨的能力。

图３　单光子探测器的性能参数示意图

ａ—ＳＰＤ示意图　ｂ—系统探测效率示意图　ｃ—暗计数示意图　ｄ—后

脉冲示意图　ｅ—响应恢复时间示意图　ｆ—时域抖动示意图

为了表征ＳＰＤ如实探测光子的能力以及获取光
所携带的其他信息的能力，需要采用系列的性能指标

予以衡量。

２．１　系统探测效率
如图３ｂ所示，ＳＰＤ有时会“漏掉”入射光子而没

有探测到。假设没有后脉冲，由入射光子所致的 ＳＰＤ
输出电压脉冲的概率就是 ＳＤＥ。如果有 ｍ个入射光
子产生了ｎ个输出脉冲，那么 ＳＰＤ的系统探测效率为
ｎ／ｍ。

对于ＳＮＳＰＤ，需要考虑光耦合、光吸收、产生电压
脉冲这３个顺次的物理过程，ＳＤＥ是光耦合效率、光吸
收效率、内量子效率的乘积：

ηＳＤＥ ＝ηｃｏｕｐｌｉｎｇ×η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η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１）
式中，ηｃｏｕｐｌｉｎｇ是光耦合效率，表示入射光子耦合到
ＳＮＳＰＤ光敏面的概率，是光子所在空间模式与 ＳＮＳＰＤ
光敏面的交叠积分；η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是光吸收效率，表示入射
到ＳＮＳＰＤ光敏面的光子被纳米线吸收的概率；η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是内量子效率，表示一个光子被纳米线吸收后产生电

压脉冲的概率。排除光耦合效率在外不考虑，光吸收

效率与内量子效率的乘积被称为ＤＤＥ。从（１）式可以
看到，光耦合效率、光吸收效率、内量子效率对于 ＳＤＥ
都很重要。作为估算，假设这３个效率相等，如果要到
达９０％，９５％，９９％的 ＳＤＥ，那么这３个效率的每一个
相应地要达到９６．５％，９８．３％，９９．７％。

ＳＤＥ一般随着偏置电流的增大而单调增大，ＳＤＥ
偏置电流曲线在线性坐标系呈现Ｓ型，具有高 ＳＤＥ的
器件往往在高偏置电流区间，ＳＤＥ呈现平坦的饱和趋
势。除了偏置电流，ＳＤＥ与很多器件参数、测试参数、
光的模式有关：薄膜材料、器件结构、光学耦合、工作温

度、入射光的波长、偏振、光子通量。

为了准确测量 ＳＤＥ，要从测量的电压脉冲计数中
排除误计数（ｆａｌｓｅｃｏｕｎｔｓ）［８１］，也要准确测量入射光功
率从而准确计算入射光子数［２，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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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偏振敏感度
对于最常用的回形纳米线结构，ＳＮＳＰＤ的 ＳＤＥ偏

振依赖。为了量化 ＳＤＥ对入射光子偏振态的敏感程
度，引入偏振敏感度（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ＰＳ）。参考
文献中有两种等价的定义［７，８２］：ＳＰＳ＝ηＳＤＥ，ｍａｘ／ηＳＤＥ，ｍｉｎ以
及ＳＰＳ＝（ηＳＤＥ，ｍａｘ－ηＳＤＥ，ｍｉｎ）／（ηＳＤＥ，ｍａｘ＋ηＳＤＥ，ｍｉｎ），其中，
ηＳＤＥ，ｍａｘ和 ηＳＤＥ，ｍｉｎ分别是偏振最大和偏振最小的 ＳＤＥ。
ＳＤＥ的偏振依赖既来源于光吸收效率的偏振依赖［８３］，

也来源于内量子效率的偏振依赖［８３］。通过器件结构

设计，可以减小［５，７，５７，８２，８４８９］或者增大 ＰＳ［９０９５］，以满足
不同的应用需求。

２．３　暗计数率
如图３ｃ所示，在没有入射光子的情况下，ＳＰＤ有

时会自发地输出电压脉冲，这些电压脉冲所产生的错

误计数被称为暗计数 （ｄａｒｋｃｏｕｎｔ）；单位时间产生的
暗计数被称为暗计数率（ＤＣＲ）。对于应用而言，暗计
数是一种噪声；ＳＮＳＰＤ产生暗计数的主要物理机制是
涡旋反涡旋的拆对（ｖｏｒｔｅｘａｎｔｉｖｏｒｔｅｘｄｅｐａｉｒｉｎｇ）［６８］以
及通过光纤耦合到 ＳＮＳＰＤ的黑体辐射［７１，９６］。如图１ｆ
所示，ＳＮＳＰＤ的暗计数率一般随偏置电流的增大而增
大。

２．４　后脉冲
如图３ｄ所示，有时ＳＰＤ探测到一个光子后，不是

输出一个电压脉冲，而是输出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Ｎ
个）的电压脉冲，第２个 ～第 Ｎ个电压脉冲被称为后
脉冲（ａｆｔｅｒｐｕｌｓｅ）。由单根纳米线构成的 ＳＮＳＰＤ在正
常工作时不产生后脉冲；由多根纳米线并联构成的

ＳＮＡＰ在一定的偏置区间会产生后脉冲［９７］。

暗计数和后脉冲统称为误计数。在测量 ＳＤＥ时
需要排除误计数；一种排除误计数测量 ＳＤＥ的方法是
做时间关联计数［８１］。

２．５　响应恢复时间
ＳＰＤ在完成一个光子探测事件后需要经过一定的

恢复时间才能有效地探测下一个光子，这个时间被称

为响应恢复时间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定性地讲，响应恢
复时间描述ＳＰＤ能够“多快”地探测光子。如图３ｅ所
示，如果两个或多个光子接连入射ＳＰＤ，它们之间的时
间间隔短，那么这些光子无法被有效地探测。也就是

说，在入射光子通量高的情况下，ＳＰＤ的 ＳＤＥ降低了。
ＳＮＳＰＤ的响应恢复时间定义为在完成一个光子探测
事件后ＳＤＥ恢复到低光子通量下 ＳＤＥ的９０％所需要
的时间。影响 ＳＮＳＰＤ响应恢复时间的因素有器件的

电学时间常数τｅ（主要取决于器件的动能电感Ｌｋ）、电
路读出方式（交流耦合读出还是直流耦合读出）、器件

的热学时间常数 τｔｈ。实验上测量 ＳＮＳＰＤ响应恢复时
间的方法是可变时延的双光脉冲法［９８９９］。也可以采

用输出电压脉冲的后沿回复１／ｅ所对应时间的３倍近
似表征ＳＮＳＰＤ的响应恢复时间，其中ｅ为自然常数。
２．６　ＳＤＥ降低３ｄＢ对应的入射光子通量

当入射光子通量增大，ＳＤＥ降低；为了描述 ＳＰＤ
能够“多快”地探测光子，也可以采用ＳＤＥ降低３ｄＢ所
对应的入射光子通量来表征。

２．７　时域抖动
一个ＳＰＤ的输入信号是光子，输出信号是电压脉

冲，在输出与输入之间有时延（ｌａｔｅｎｃｙ），如图３ｆ所示，
这个时延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或者说是抖动的，这

种现象被称为 ＳＰＤ的时域抖动。采用时延概率密度
分布函数的半峰全宽（ｆｕｌｌｗｉｄｔｈａｔｈａｌｆｍａｘｉｍａ，
ＦＷＨＭ）作为时域抖动的具体数值。时域抖动描述
ＳＰＤ获取入射光子时间模式信息的能力。ＳＮＳＰＤ的
时域抖动源自于各种噪声［１００１０７］，这一点会在后面第

３．６节中详细阐述。
２．８　尺寸、重量与功耗（ＳＷａＰ）

实用化ＳＮＳＰＤ系统的重要参数还有尺寸、重量与
功耗（ｓｉｚｅ，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ＳＷａＰ）。因为要工作在
液氦温区，相比于采用帕尔帖热电制冷的半导体单光

子探测器［１０８］，ＳＮＳＰＤ在 ＳＷａＰ方面目前没有优势。
对于需要将探测器系统置于卫星或者其他航天器上的

应用，降低 ＳＮＳＰＤ的 ＳＷａＰ尤为重要；制冷机轻小型
化的研究近期已有报道［１０９１１２］。

２．９　提高ＳＮＳＰＤ系统综合性能的难点
提高ＳＮＳＰＤ系统综合性能的主要难点是上述性

能之间相互制约。对材料、器件、读出、系统进行优化，

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提升了一个性能指标，却降

低甚至牺牲了另一个或几个。一个主要的相互制约关

系（ｔｒａｄｅｏｆｆ）是ＳＤＥ与包括响应恢复时间和时域抖动
在内的时域性能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ＳＤＥ与暗计数
率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制约关系；ＳＮＳＰＤ的性能
与系统的ＳＷａＰ之间也存在相互制约关系。

提高ＳＮＳＰＤ系统的综合性能另一个难点是器件
物理不是完全清晰。这就造成了对器件和系统的综合

性能难以进行全面的、定量的、有预言能力的数值仿真

和模拟。但是另一方面，对器件物理研究和认识的不

断深入，的确促使了 ＳＮＳＰＤ器件和系统性能的提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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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近年来对时域抖动机理的研

究［１００１０７］，促进了低时域抖动 ＳＮＳＰＤ的研究［１１，１１３］，也

促进了对时域抖动和ＳＤＥ的同时优化［４，７，１１４］。由此可

见，仍然需要对ＳＮＳＰＤ的器件物理开展更多更加深入
的研究工作。

３　器件物理

研究 ＳＮＳＰＤ的器件物理，理解 ＳＮＳＰＤ如何探测
单光子，是为了能够全面地、定量地、有预言能力地数

值仿真模拟ＳＮＳＰＤ单光子探测的过程，有据可依地优
化超导材料、器件结构、读出电路、制冷系统，优化

ＳＮＳＰＤ的综合性能或者按照应用需求有的放矢地突
出某些性能。目前，这些目标并未完全达成。

关于ＳＮＳＰＤ单光子探测的物理图景，光耦合过程
与光吸收过程是完全清楚的。一个光子被纳米线吸收

后，初始的有阻区是如何形成的，却不完全清楚，尽管

在理论研究方面已经有若干模型［１，７２７５］，并与实验结

果进行了比对［８０］。这种不清晰的状态直接影响人们

对内量子效率和时延、时域抖动等时域性质的理解和

定量仿真。要刻画光子吸收后准粒子的弛豫过程以至

于形成初始的有阻区（或者超导电性被抑制的区域），

需要在一定的初值和边值条件下求解含时金兹堡朗
道（ＧｉｎｚｂｕｒｇＬａｎｄａｕ）方程［７５，１１５］。初始有阻区形成以

后的热电相互作用，可以由热电模型清楚地刻

画［７６７８］，因此可以较为准确地仿真ＳＮＳＰＤ输出电压脉
冲的波形。当纳米线较长时，为了准确仿真 ＳＮＳＰＤ的
时域性能，需要把纳米线等效为传输线而不是分立的

电感元件［１１６］。此外，暗计数的物理图景也比较清楚。

在无光照的情况下，热激发可以拆散涡旋反涡旋
对［６８］，产生暗计数；黑体辐射也可以通过光纤耦合到

ＳＮＳＰＤ，产生“暗计数”［７１，９６］。
３．１　超导纳米线的静态性质
３．１．１　动能电感（ｋｉｎｅｔ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超导纳米线是
一个动能电感［９８］（或称为“动态电感”）。有别于几何

电感（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中的储能主要是磁场能，动
能电感中的储能主要是超导纳米线中载流子的动

能［１１５］。动能电感的充放电对应于纳米线中的载流子

加速或者减速的过程。ＳＮＳＰＤ的动能电感可由 Ｌｋ＝
ｌｋｌ／（ｄｗ）表示，其中，ｌｋ为超导纳米线动能电感率，ｌ为
超导纳米线长度，ｄ为超导纳米线厚度，ｗ为超导纳米
线宽度。

动能电感影响ＳＮＳＰＤ的时域特性。（１）动能电感
决定了 ＳＮＳＰＤ的电学时间常数 τｅ＝Ｌｋ／Ｚ０，其中，Ｚ０

为读出端负载电阻，一般为５０Ω；而电学时间常数影响
ＳＮＳＰＤ的响应恢复时间［９８］；（２）超导纳米线的动能电
感远大于几何电感，导致射频信号沿纳米线的传输速

度远低于真空光速，长度较长的纳米线就需要考虑它

的传输线效应［１０１，１１６］；（３）动能电感影响 ＳＮＳＰＤ的时
域抖动，这是因为动能电感影响 ＳＮＳＰＤ输出脉冲前沿
斜率，进而影响电学噪声［１００，１０３］与纳米线不均匀性［１０５］

所致的时域抖动；也影响输出电压信号沿着超导纳米

线的传输速度，进而产生传输线效应所致的时域抖

动［１０１，１１６］。

３．１．２　电流拥挤效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如图
４ａ所示，直条形状超导纳米线中的超导电流密度 Ｊ沿
宽度方向的分布基本是均匀的（纳米线边缘处除外）；

当超导纳米线几何形状发生变化，尤其是出现弯曲时，

Ｊ的分布不再是均匀的，出现电流拥挤效应［１１７］，即：拐

弯内侧电流密度大于拐弯外侧电流密度，如图４ｂ～图
４ｄ所示。电流拥挤效应是 ＳＮＳＰＤ临界电流的一个主
要限制因素，不利于ＳＮＳＰＤ实现高内量子效率和低时
域抖动。也正是因为电流拥挤效应，具有高占空比回

型线结构的 ＳＮＳＰＤ临界电流和内量子效率会降
低［１１８］。因此，从目前已有的实验结果看，在器件设计

时应注意优化 ＳＮＳＰＤ几何结构以避免或减弱电流拥
挤效应。

图４　一些典型的超导纳米线结构中电流密度分布的仿真
ａ—直条形状超导纳米线中的超导电流密度分布　ｂ—回形线拐弯结构

处超导电流密度分布　ｃ—Ｌ形结构的超导电流密度分布　ｄ— Ｕ形结
构的超导电流密度分布

３．２　暗计数（ｄａｒｋｃｏｕｎｔ）
ＳＮＳＰＤ暗计数按照来源可以分为两类：非本征暗

计数与本征暗计数。非本征暗计数是环境光、黑体辐

射等耦合到 ＳＮＳＰＤ产生的计数。通过合适的光学滤
波［７１，９６］，可以消除大部分的非本征暗计数。本征暗计

数的物理机制是纳米线中的涡旋与反涡旋由于受到不

同方向的洛伦兹力，以一定的概率拆对（ｄｅｐａｉｒｉｎｇ），当
拆分的涡旋和反涡旋在纳米线垂直于电流的纳米线横

向（即宽度方向）移动时，会产生有阻区进而产生计

数［６８］。通过涡旋反涡旋对拆对理论计算出的本征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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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与实验测试结果相吻合［６８］。ＭＵＲＰＨＹ等人测量
了ＳＮＳＰＤ的超导转变电流分布标准差随 ＳＮＳＰＤ工作
温度变化的曲线，发现曲线存在两个拐点，结合理论分

析，他们认为当 ＳＮＳＰＤ工作在低温时，本征暗计数主
要来源于宏观量子隧穿效应（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ｑｕａｎｔｕｍｔｕｎ
ｎｅｌｉｎｇ），而当 ＳＮＳＰＤ工作在较高温度时，本征暗计数
主要来源于多个相位滑移（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ｈａｓｅｓｌｉｐｓ）［１１９］。
３．３　内量子效率曲线

ＳＮＳＰＤ的内量子效率偏置电流曲线都有相似的
特性：（１）在线性坐标下，ＳＮＳＰＤ内量子效率随偏置电
流变化的曲线一般为Ｓ型曲线（高偏置下存在内量子
效率饱和平台）或者指数型曲线（不存在内量子效率

饱和平台），在半对数坐标下，内量子效率如图５ａ所
示，其中，ＳＮＳＰＤ探测阈值电流 Ｉｔｈ定义为曲线的拐
点［１２０］；（２）在半对数坐标下，探测效率随波长变化的
曲线如图５ｂ所示，ＳＮＳＰＤ最小可探测光子能量Ｅｍｉｎ定
义为曲线的拐点［７２］。

图５　ＳＮＳＰＤ内量子效率曲线

ａ—在不同波长处，内量子效率随偏置电流变化的曲线［１２０］（箭头所指

为归一化的探测阈值电流；版权方：２００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已

获重印使用许可）　ｂ—在不同偏置电流下，内量子效率随波长变化的

曲线［７２］（箭头所指为最小可探测光子能量所对应的光波长；版权方：

２００５ＥＤ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ａＩｔａｌｉａｎａｄｉＦｉｓｉｃａ，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已获重印

使用许可）

ＲＥＮＥＭＡ等人通过量子探测器层析术（ｑｕａｎｔｕｍ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对ＳＮＳＰＤ进行了表征［８０，１２１１２２］，研

究发现，ＳＮＳＰＤ的探测阈值电流与最小可探测光子能
量存在线性关系，即 Ｉｔｈ＝Ｉ０－γＥｍｉｎ，其中 Ｉ０和 γ为拟
合参数。根据相关文献中的研究结果［８０，１２１１２２］可知，该

关系对于不同拓扑结构的ＳＮＳＰＤ都具有普适性。
ＳＮＳＰＤ的内量子效率随偏置电流变化的曲线可

由误差函数拟合［１０４］，Ｐｒ＝
１
２ｅｒｆｃ

Ｉｂ－Ｉｃｏ
槡２( )σ ，其中 Ｉｃｏ为

内量子效率随偏置电流变化曲线的拐点，σ为拟合参
量，在实际物理模型中受多个参数影响，包括纳米线宽

　　
③一个近红外入射光子的能量在１ｅＶ的量级；目前用于ＳＮＳＰＤ的超导材料能隙参数Δ一般是几个毫电子伏特（ｍｅＶ）的量级。

度、纳米线分布式不均匀性、入射光子能量、法诺涨落、

温度、磁场。

３．４　光致有阻区的形成
有关光致有阻区的形成，目前尚无完善的模型；现

有模型大致是以下 ５种：有阻热点模型 （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ｒｅ
ｈｏｔｓｐｏｔｍｏｄｅｌ）［１］、基于扩散的热点模型（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ｈｏｔｓｐｏｔｍｏｄｅｌ）［７２］、光子触发涡旋进入模型（ｐｈｏ
ｔｏｎ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ｖｏｒｔｅｘｅｎｔｒｙｍｏｄｅｌ）［６９，７３］、基于扩散的涡旋
进入模型（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ｖｏｒｔｅｘｅｎｔｒｙｍｏｄｅｌ）［７４，１２３］、有
阻区涡旋模型（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ｒｅｖｏｒｔｅｘｍｏｄｅｌ）［７５，１２４１２７］。这
５种模型各自都能解释 ＳＮＳＰＤ的部分实验结果，也都
存在与实验不符之处。

３．４．１　有阻热点模型（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ｒｅｈｏｔｓｐｏｔｍｏｄｅｌ）　
有阻热点模型是最早提出的ＳＮＳＰＤ探测机理模型［１］：

超导纳米线吸收一个能量远大于纳米线超导能隙参量

Δ的光子③，产生一个与入射光子能量相当的激发态

电子；这个激发态电子在弛豫过程中产生准粒子与声

子；准粒子扩散，纳米线局部的超导电性被抑制，在准

粒子的扩散中心形成一个有阻热点；有阻热点产生后，

超导纳米线上的偏置电流会绕过有阻热点区域；如果

有阻热点区域足够大，两侧的电流密度会超过超导临

界电流密度，形成横跨纳米线的有阻区。有阻热点模

型初步解释了光致有阻区的形成，但该模型预测：（１）
长波长的光子无法产生有阻热点［７２］；（２）ＳＮＳＰＤ的探
测阈值电流Ｉｔｈ与入射光子能量的平方根相关

［２６］，都与

实验结果不符［２６，８０］。

３．４．２　基于扩散的热点模型（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ｈｏｔｓｐｏｔ
ｍｏｄｅｌ）　２００５年，研究者提出基于扩散的热点模
型［７２］。该模型将有阻热点模型中的有阻热点替换为

横跨纳米线且长度为金兹堡朗道相干长度ζ的带；由
于光子入射，ζ带中的库珀对（Ｃｏｏｐｅｒｐａｉｒｓ）数量减小。
为了维持纳米线中电流连续，ζ带中的库珀对需要加
速，当ζ带中库珀对的速度超过超导临界速度时，ζ带
会变成有阻态，从而产生探测事件。基于扩散的热点

模型与实验结果部分相符：（１）ＳＮＳＰＤ探测阈值电流
Ｉｔｈ与光子能量的一次方相关

［８０］；（２）ＳＮＳＰＤ探测阈值
电流Ｉｔｈ与纳米线厚度和宽度的一次方相关

［１２８］；（３）
ＳＮＳＰＤ探测阈值电流 Ｉｔｈ与态密度、超导能隙参数 Δ、
准粒子扩散系数的关系［１２９］；（４）低温下（Ｔ＜０．５Ｔｃ）
ＳＮＳＰＤ探测阈值电流 Ｉｔｈ与温度的关系

［２６］。然而，该

模型的预言仍存在与实验结果不符之处：（１）ＳＮＳＰ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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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阈值电流Ｉｔｈ与实验相比偏大
［２６］；（２）当Ｔ＞０．５Ｔｃ

时，探测阈值电流 Ｉｔｈ会有所下降，实验并未观察到这
样的下降［２６］；（３）无法解释ＳＮＳＰＤ探测阈值电流Ｉｔｈ随
光子入射横向位置的关系［１３０］。

３．４．３　光子触发涡旋进入模型（ｐｈｏｔｏｎ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ｖｏｒ
ｔｅｘｅｎｔｒｙｍｏｄｅｌ）　２０１１年前后，有研究者提出光子触
发涡旋进入模型［６９，７３］。在这个模型中，假设ＳＮＳＰＤ吸
收入射光子后产生一个热带，在热带区域内超导序参

量被均匀地抑制，但光子能量不足以产生有阻区，因此

偏置电流在纳米线宽度方向仍然基本均匀分布。超导

序参量被抑制，降低了涡旋进入的等效势垒，实现涡旋

进入纳米线、渡越并产生探测事件。该模型可以解释

在偏置电流高于探测阈值电流 Ｉｔｈ时，ＳＮＳＰＤ内量子效
率趋于饱和，在偏置电流低于探测阈值电流 Ｉｔｈ时，内
量子效率逐渐下降。但是，该模型预测了：（１）ＳＮＳＰＤ
探测阈值电流 Ｉｔｈ与光子能量的非线性关系

［２６］；（２）
ＳＮＳＰＤ最小可探测光子能量与纳米线宽度的平方成
正比，都与实验结果不符［８０，１２８］。

３．４．４　基于扩散的涡旋进入模型（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ｖｏｒ
ｔｅｘｅｎｔｒｙｍｏｄｅｌ）　２０１３年前后，有研究者提出基于扩
散的涡旋进入模型［７４，１２３］，该模型认为 ＳＮＳＰＤ探测光
子过程如下：ＳＮＳＰＤ吸收入射光子产生准粒子，准粒
子的扩散使得超导电子密度降低，引起超导电流分布

的变化。而超导电流分布的变化降低了涡旋进入纳米

线的等效势垒，当等效势垒降为０时，涡旋进入纳米线
作横向运动，产生有阻区和相应的探测事件。该模型

预测的ＳＮＳＰＤ探测阈值电流 Ｉｔｈ与光子能量的一次方
相关［８０］，ＳＮＳＰＤ探测阈值电流 Ｉｔｈ与光子入射位置的
关系［１３０］，都与实验结果相符。但该模型预测的

ＳＮＳＰＤ探测阈值电流Ｉｔｈ随纳米线宽度、工作温度的变
化关系与实验结果不符［８０，１２８］。

３．４．５　有阻态涡旋模型（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ｒｅｖｏｒｔｅｘｍｏｄｅｌ）　
有阻态涡旋模型是利用含时 ＧｉｎｚｂｕｒｇＬａｎｄａｕ方程研
究超导纳米线的单光子探测过程［７５，１２４１２７］。该模型假

设ＳＮＳＰＤ吸收入射光子并产生准粒子，形成与一个圆
形或半圆形热区（取决于光子入射在纳米线上的横向

位置）；之后利用含时ＧｉｎｚｂｕｒｇＬａｎｄａｕ方程、热扩散方
程、电势泊松方程计算得到超导序参量的演化，进而得

到纳米线的超导态演化过程与探测事件的产生过

程［７５，１２４１２７］。该模型可以准确预测ＳＮＳＰＤ探测阈值电
流与光子能量之间的线性相关［８０］。然而，该模型预测

的ＳＮＳＰＤ探测阈值电流与光子入射位置的关系与实
验结果不符［１３０］。

３．５　有阻区的热电演化（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尽管初始光致有阻区的形成过程并不完全清楚，
但是一旦形成了初始有阻区，后续在电热相互作用下，

有阻区沿纳米线的纵向增大、减小、消失，并同时伴随

着电流的动态转移和电压脉冲输出的过程是清楚的。

这一过程用热电模型描述［７６７８］，ＳＮＳＰＤ的电路模型如
图６ａ所示。

图６　ＳＮＳＰＤ的热电演化

ａ—ＳＮＳＰＤ与偏置、读出的简化电路模型（ＳＮＳＰＤ恒流偏置，ＳＮＳＰＤ可等

效为可变电阻Ｒｎｏｒｍａｌ与动能电感Ｌｋ的串联，偏置读出电路等效为偏置

器电容与Ｚ０＝５０Ω负载电阻的串联，Ｒｓ为额外串联电阻）　ｂ—Ｒｓ＝

０Ω时，ＳＮＳＰＤ的热电演化相图（Ｓ代表超导态，Ｎ代表有阻态）　ｃ—

Ｒｓ＝１８０Ω时，ＳＮＳＰＤ的热电演化相图（器件呈现闭锁）

２００７年，有研究者提出了基于热扩散方程与电路
方程耦合的１维热电模型［７６］：

Ｊ２ρ＋κ
２Ｔ
ｘ２
－αｄ（Ｔ－Ｔｓｕｂ）＝

（ｃＴ）
ｔ

（２）

Ｃｂｔ
ｄ２（ＬｋＩ）
ｄｔ２

＋
ｄ（ＩＲｎｏｒｍａｌ）
ｄｔ ＋Ｚ０

ｄＩ
ｄ[ ]ｔ＝Ｉｂ－Ｉ（３）

式中，Ｊ为电流密度的幅值，ρ为纳米线的电阻率，κ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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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线的热导率，α为纳米线和衬底之间的热导率，ｄ
为纳米线的厚度，Ｔｓｕｂ为基底的温度，ｃ为纳米线的体
积比热容，Ｃｂｔ为 Ｔ型偏置器的电容，Ｌｋ为超导纳米线
的动能电感，Ｉ为超导纳米线中的电流，Ｒｎｏｒｍａｌ为纳米线
有阻区的电阻，Ｚ０为负载电阻，Ｉｂ为 ＳＮＳＰＤ的偏置电
流。

当ＳＮＳＰＤ的电学时间常数τｅ＝Ｌｋ／（Ｚ０＋Ｒｓ）大于
热学时间常数τｔｈ时，有阻区经过一定时间后会转变为
超导初态（如图６ｂ所示）；而当 ＳＮＳＰＤ的电学时间常
数τｅ小于热学时间常数 τｔｈ时，电流回流过快，会使得
有阻区被钳制在一个稳定的状态，ＳＮＳＰＤ无法自动回
复到完全超导的初态（如图６ｃ所示），电流无法完全
回流纳米线，纳米线无法连续地探测光子（即 ＳＮＳＰＤ
无法工作在自由运行模式（ｆｒｅｅ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ｏｄｅ）），这种
现象被称为闭锁（ｌａｔｃｈｉｎｇ）。当纳米线的动能电感过
小，或者增加与纳米线串联的电阻 Ｒｓ且阻值过大，电
学时间常数τｅ都会变得过小以至于发生闭锁。由此
可见，热学时间常数 τｔｈ设定了 ＳＮＳＰＤ运行速度的上
限。

在１维热电模型之后，有研究者提出了２维热电
模型［７８］，也提出了完全用电路涵盖热电演化物理内涵

的仿真电路模拟器（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ＳＰＩＣＥ）模型［１３１］。热电模型成功地描

述了初始有阻区的热电演化过程、电流的动态转移、时

域脉冲的波形（还要考虑到射频放大器的带宽），解释

了闭锁［７６］，也被用于研究纳米线不均匀性所致的时域

抖动［１０５］。

３．６　时域抖动理论
时域抖动决定了 ＳＮＳＰＤ测量光子时间的不确定

度；在与光子时间相关的应用中，具有低时域抖动的

ＳＮＳＰＤ至关重要。比如，基于光子飞行时间激光雷达
的测距精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ＳＮＳＰＤ的时域抖
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产生 ＳＮＳＰＤ时域抖动的物
理因素与机制仅仅停留在电噪声、光纤色散所致的外

部时域抖动［１００，１０３］；对于器件本身的本征时域抖动只

有推算，机制并不知晓。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包括天津大
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ｎｔｅｏｆ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ＭＩＴ）、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ＩＳＴ）、美国喷气推
进实验室（ＪｅｔＰｒ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ＪＰＬ）在内的若干
研究小组，对 ＳＮＳＰＤ的器件时域抖动展开研究，使得
产生ＳＮＳＰＤ器件时域抖动的物理图景逐渐清晰。

如图７所示，目前已报道的ＳＮＳＰＤ时域抖动机制

　　

图７　６种引起ＳＮＳＰＤ器时域抖动的机制（在初始有阻区形成阶段，法

诺涨落［１０４］、涡旋渡越［１０２］、纳米线的不均性［１０６］和量子效应［１０７］

会引起时域抖动；在热电演化阶段，纳米线的不均匀性［１０５］、电学

噪声［１００，１０３］、传输线效应会引起时域抖动［１０１］）

共有６种：（１）法诺涨落引起的时域抖动［１０４］；（２）涡旋
（反涡旋）渡越引起的时域抖动［１０２］；（３）涡旋隧穿量子
效应引起的时域抖动［１０７］；（４）纳米线的不均匀性引起
的时域抖动［１０５１０６］；（５）纳米线的传输线效应引起的时
域抖动［１０１］；（６）电学噪声引起的时域抖动［１００，１０３］。

法诺涨落描述了光电探测器吸收单光子或其他单

粒子后，吸收的能量在探测器中带电粒子与中性粒子

之间的概率性分配过程［１３２］。法诺涨落引起ＳＮＳＰＤ时
域抖动的机制为：吸收的光子能量在纳米线中产生的

准粒子和泄露到基底产生的声子之间进行分配［１０４］。

因此，沉积在纳米线中的能量会在一个平均值附近以

一定的概率分布而涨落。沉积到纳米线上的能量不

同，产生的探测时延就不同，使得 ＳＮＳＰＤ的探测时延
具有一定的概率分布，从而导致时域抖动。

涡旋（反涡旋）渡越引起的时域抖动发生在纳米

线局部吸收光子之后，开始热电演化阶段之前。利用

基于扩散的涡旋进入和渡越模型［７４，１２３］，２０１７年，天津
大学的ＷＵ等人提出：由于光子吸收可以发生在纳米
线横向上的不同位置，导致了每次光子吸收导致的涡

旋进入纳米线和渡越的时间不同，产生不同的探测时

延，从而引起时域抖动［１０２］。但上述研究工作忽略了

纳米线吸收光子引起的涡旋反涡旋拆分过程。２０１９
年，ＶＯＤＯＬＡＺＯＶ等人进一步利用含时 ＧｉｎｚｂｕｒｇＬａｎ
ｄａｕ方程计算了纳米线横向不同位置处被光子触发引
起的时域抖动［１３３］，补充了涡旋进入和渡越引起时域

抖动理论。

量子效应引起的时域抖动［１０７］发生在纳米线局部

吸收光子之后，开始热电演化阶段之前。当 ＳＮＳＰＤ工
作在低偏置电流，光子触发引起涡旋势垒降低但无法

降到０以下，但由于热涨落，涡旋仍有一定概率能够越
过势垒，进入纳米线，发生渡越，产生概率性的探测事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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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热涨落引起的涡旋进入和渡越过程中，探测时

延呈现概率分布，从而引起时域抖动。

纳米线不均匀性引起的时域抖动是指纳米线长度

和宽度方向超导能隙参数、宽度与厚度的分布不均匀

所引起的时域抖动［１０５１０６］。不均匀性的产生是由于超

导薄膜沉积与纳米加工过程中引入的缺陷所致。具有

一定空间模式的入射光子在纳米线的不同位置被吸

收，不均匀性既会影响初始有阻区的形成过程，也会影

响后续的热电演化过程，产生不同的探测时延，引起时

域抖动。

传输线效应引起的时域抖动是指光子探测产生的

射频输出信号沿着纳米线传输，较长的纳米线应被视

为射频传输线，具有一定空间模式的入射光子在纳米

线纵向的不同位置被吸收时，射频信号沿纳米线传输

引起的时延不同，进而产生了时域抖动［１０１］。采用双

端差分读出电路可以减小传输线效应引起的时域抖

动［１０１］。

此外，电学噪声、光脉冲宽度、测试仪器本身的时

域抖动［１００，１０３］，都会引起 ＳＮＳＰＤ系统的时域抖动，这
些外部因素引起的时域抖动统称为 ＳＮＳＰＤ的非本征
时域抖动。

ＳＮＳＰＤ的时延概率密度分布呈类似高斯函数的
分布，取时间延迟统计直方图的峰值作为时延的具体

数值，取时延概率密度分布的半峰全宽作为时域抖动

的具体数值。ＳＮＳＰＤ总体的时延概率密度分布是各
个独立因素引起时延的概率密度分布的卷积。

４　薄膜材料

目前用于ＳＮＳＰＤ的超导薄膜材料约有２０余种，
而且新材料还在不断出现。材料优化的目标是使得

ＳＮＳＰＤ在宽谱范围内都能实现高探测效率和优良的
时域性能，最好还能够工作在较高的温度。适合于做

ＳＮＳＰＤ的超导薄膜是“含杂超导体”（ｄｉｒｔｙｓｕｐｅｒｃｏｎ
ｄｕｃｔｏｒ），金兹堡朗道相干长度要比较小［１１５］。用于

ＳＮＳＰＤ的超导材料可分为多晶态材料与非晶态材料
两大类，基于这两类材料的 ＳＮＳＰＤ都已实现了超过
９０％系统探测效率［２９］。目前也有研究者致力于探索

使用具有较高超导转变温度的薄膜来制备光电探测

器［１３４１４２］，期望能够提升ＳＮＳＰＤ的工作温度，简化所需
制冷设备。本节中将从材料、制备、表征、调控４个方
面阐述ＳＮＳＰＤ相关的超导薄膜技术。
４．１　材料
４．１．１　多晶材料　多晶材料的典型代表是氮化铌

（ＮｂＮ）与氮化钛铌（ＮｂＴｉＮ）；基于ＮｂＮ和ＮｂＴｉＮ，研究
者都实现了高性能ＳＮＳＰＤ［３，４，６７，９］。与非晶材料相比，
多晶材料的超导能隙较大，超导转变温度比较高，动能

电感率小，时域性能往往比较好。与ＮｂＮ相比，ＮｂＴｉＮ
的动能电感率可以更小［５５］。材料的组份也就是铌氮

比［１４３１４４］、铌钛氮比［１４５］，以及材料的晶相［６６］，都会对

薄膜性质、ＳＮＳＰＤ器件性能有很大的影响。此外，当
ＮｂＮ与ＮｂＴｉＮ的晶格常数与基底的晶格常数失配较
大时，薄膜材料的超导特性同样会受到影响，可以通过

在衬底与超导材料之间制备缓冲层缓解［１４３，１４６１５０］。

２０２０年，ＣＨＥＮＧ等人利用分子束外延生长的方式在
氮化铝／蓝宝石衬底上实现了ＮｂＮ单晶超导薄膜［１５１］。

４．１．２　非晶材料　非晶材料的典型代表是硅化钨
（ＷＳｉ）与硅化钼（ＭｏＳｉ），基于 ＷＳｉ和 ＭｏＳｉ，研究者也
都实现了高性能ＳＮＳＰＤ［２，５，８］。相比于多晶材料，非晶
材料的优势是可以实现更加均匀的薄膜，薄膜的超导

性能也不易受到衬底的影响；用于 ＳＮＳＰＤ的非晶材料
往往超导能隙较小，使得ＳＮＳＰＤ能够在更宽偏置电流
范围内实现趋近于饱和内量子效率［２］，在中红外波段

也能够实现趋近于饱和的内量子效率［５９］。２０１３年，
ＭＡＲＳＩＬＩ等人利用ＷＳｉＳＮＳＰＤ在１５５０ｎｍ波长处实现
了９３％的ＳＤＥ，且饱和ＳＤＥ对应偏置电流范围约占总
偏置的一半左右［２］。２０２１年，ＶＥＲＭＡ等人利用 ＷＳｉ
ＳＮＳＰＤ在９．９μｍ波长处实现饱和的内量子效率［５９］。

相比于 ＷＳｉ，ＭｏＳｉ体材料的超导转变温度稍高，可超
过７Ｋ［１５２］，但仍低于ＮｂＮ与ＮｂＴｉＮ材料。

就实现高性能ＳＮＳＰＤ这一目标而言，非晶态材料
和多晶态材料各有优势和劣势。基于非晶材料的

ＳＮＳＰＤ往往需要工作在更低的温度，对制冷系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基于非晶材料的 ＳＮＳＰＤ的超导临
界电流密度较小，会引起较大的时域抖动。多晶材料

的ＳＮＳＰＤ可以工作在２Ｋ以上的工作温度，较大的超
导临界电流密度能够使多晶态 ＳＮＳＰＤ具有较小的时
域抖动，但多晶态 ＳＮＳＰＤ不容易实现较宽的、对应饱
和内量子效率的偏置电流范围。

除了上述的ＮｂＮ，ＮｂＴｉＮ，ＷＳｉ，ＭｏＳｉ材料外，具有
较高超导转变温度的超导材料也是 ＳＮＳＰＤ的研究方
向。这些材料包括硼化镁（ＭｇＢ２）

［１３８１３９，１５３１５４］、铁基超

导材料［１４０１４２］、铜酸盐超导材料［１３４１３７］。其中，基于

ＭｇＢ２材料的微米线探测器在２０Ｋ工作温度对通信波
长的光具有单光子响应［１５４］。

４．２　制备
制备ＳＮＳＰＤ所用超导薄膜的方法有很多种，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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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反应磁控溅射法。

４．２．１　直流反应磁控溅射法　ＮｂＮ等超导薄膜一般
通过直流反应磁控溅射法制备。在高真空的溅射室内

通入一定量的氩气，在基片与 Ｎｂ靶材之间施加电压，
基片接正极，Ｎｂ靶材接负极。在电场的作用下，电子
加速向基片运动，与氩原子发生碰撞，迫使腔内的氩气

电离，发生辉光放电。在电场的作用下，带有正电的氩

离子以高能量轰击靶材表面，被溅射出的 Ｎｂ原子向
基片移动并在基片表面形成薄膜。另一方面，电子在

磁场中还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在电场力与洛伦兹力

的叠加作用下，电子作圆周运动，从而提高氩气电离的

效率，进而增大了 Ｎｂ原子在基片上的沉积速率。上
述过程为直流磁控溅射 Ｎｂ薄膜的工艺，而直流反应
磁控溅射ＮｂＮ薄膜则需要在溅射室中通入氮气，用于
生成ＮｂＮ化合物。

为了溅射适合于做 ＳＮＳＰＤ的 ＮｂＮ超导薄膜，需
要摸索和采用合适的工艺条件，主要包括：电压和电流

的工作点、氩气流量、氮气流量、靶与基片间的距离、基

片的温度。这些工艺条件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

响的。通常溅射应被控制在电压电流关系的负阻
区［１４３］。

ＮｂＴｉＮ薄膜既可以采用 ＮｂＴｉ合金靶材与氮气进
行直流反应磁控溅射［１５５］，也可以采用 Ｎｂ靶与 Ｔｉ靶
共溅并与氮气反应的方法［１４５］。类似地，ＷＳｉ与 ＭｏＳｉ
薄膜也可以采用合金靶溅射［２，５］或者共溅［２，８］两种方

法。ＷＳｉ与ＭｏＳｉ薄膜上方常需要溅射一层几纳米的
硅薄膜作为保护层，防止超导薄膜材料被氧化［５，８，１５６］。

４．２．２　其他制备方法　除直流反应磁控溅射方法外，
研究者还利用直流／射频反应磁控溅射［１５７］、脉冲激光沉

积［１５８］、分子束外延生长［１５１］、原子层沉积［１５９１６０］、金属有

机化学气相沉积［１６１］等方法制备ＮｂＮ等超导薄膜。
ＭｇＢ２材料的超导转变温度高，动能电感率小。目

前已有多项关于ＭｇＢ２ＳＮＳＰＤ的研究工作
［１３８１３９，１５３１５４］。

在实验上制备ＭｇＢ２超导薄膜的方法主要有分子束外
延生长（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ｅａｍｅｐｉｔａｘｙ，ＭＢＥ）［１５３］与混合物理
化学气相沉积（ｍｉｘ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ｖａｐｏｒｄｅ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ＨＰＣＶＤ）［１３９］。使用 ＨＰＣＶＤ制备的５ｎｍＭｇＢ２薄
膜的超导转变温度可达３２Ｋ［１３９］。
４．３　表征

超导薄膜的表征主要关注表面平整度、晶体结构、

薄膜厚度、超导薄膜在不同波长下的复折射率、超导转

变温度、超导临界电流密度、方块电阻。其中，表面平

整度可通过原子力显微镜［３，１４３，１４５，１５１，１５７］进行表征。晶

体结构可通过 Ｘ射线衍射［６６，１５７］或透射电子显微

镜［１４５，１５２］表征。

４．３．１　光学表征　超导薄膜的光学表征主要是采用
椭偏仪测量薄膜的厚度以及在不同波长下的复折射

率。美国ＭＩＴ和林肯实验室的研究团队测量了不同波
长下 ＮｂＮ的复折射率［１６２］；ＢＡＮＥＲＪＥＥ等人测量了
２７０ｎｍ～２２００ｎｍ波长范围多种材料（包括：氮化铌、氮化
钛铌、硅化钼、氮化钛）的复折射率［１６３］。这些不同波长

下的复折射率数据对于ＳＮＳＰＤ器件设计非常重要。
４．３．２　电学表征　超导转变温度Ｔｃ可通过测量样品
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曲线获得，降温曲线如图８所示。
超导转变温度有多种定义［１４３１４４，１６４１６５］；对于电阻随温

度变化的曲线主要呈现负的温度系数的薄膜而言，一

种定义是降温曲线上电阻最大值的９０％与１０％对应
温度的平均值［１６５］。

图８　ＮｂＮ超导薄膜典型的降温曲线

ａ—超导薄膜电阻随温度的变化　ｂ—低于２０Ｋ的温度范围内，超导薄

膜电阻随温度的变化

电学表征还包括测量超导临界电流密度与方块电

阻。超导临界电流密度的测量可通过将超导薄膜加工

成微桥结构［１４３］；随后在微桥两端施加电流进行测量。

方块电阻的表达式为：Ｒ□ ＝ρ／ｄ，ρ与 ｄ分别为室温电
阻率与薄膜厚度。方块电阻与电阻率一般通过四探针

法测得［１６５］。

４．４　调控
除了在制备薄膜过程中通过改变成膜条件来调控

超导薄膜性能以外，ＺＨＡＮＧ等人报道了采用氦离子注
入调控超导薄膜性质的“后处理”方法，即：在溅射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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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之后或者加工了 ＳＮＳＰＤ之后对薄膜或者器件注入
一定剂量的氦离子。这种“后处理”方法对 ＳＮＳＰＤ的
光学吸收影响较小，但如果本来 ＳＮＳＰＤ的内量子效率
较小，探测效率偏置电流曲线在大偏置电流处没有呈
现饱和趋势，这种方法可以提升 ＳＮＳＰＤ的内量子效
率，使得探测效率偏置电流曲线在大偏置电流处呈现
出饱和趋势［１６６］。ＸＵ等人利用氦离子注入的方法，在
１５５０ｎｍ波长处，实现了ＳＤＥ为９２．２％、螺旋微米线结
构的超导单光子探测器［５７］。

５　器件结构

最初的ＳＮＳＰＤ由单条纳米线构成［１］；至今ＳＮＳＰＤ
已演化出多种拓扑结构、电学结构与光学结构。拓扑、

电学、光学结构往往组合使用，实现对 ＳＮＳＰＤ性能的
优化，以满足具体的应用需求。

５．１　拓扑结构
５．１．１　回形纳米线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ｎａｎｏｗｉｒｅ）　２００２年，
ＶＥＲＥＶＫＩＮ等人实验演示了回形纳米线结构［１２２］，增

大ＳＮＳＰＤ的光敏区面积，提高光耦合效率。为了实现
ＳＮＳＰＤ与普通单模光纤的耦合，ＳＮＳＰＤ的光敏区通常
覆盖１０μｍ×１０μｍ或者稍大的面积，如图 ９ａ所示。
回形纳米线结构是ＳＮＳＰＤ最常用的拓扑结构，基于这
种结构的 ＳＮＳＰＤ，偏振最大 ＳＤＥ已达到 ９８％以
上［６，８９］。此外，为了实现ＳＮＳＰＤ与多模光纤耦合或者
自由空间光的高耦合效率，需要增大 ＳＮＳＰＤ的光敏区
面积［１６７１６９］，目前单个回形纳米线 ＳＮＳＰＤ的光敏区面
积最大做到了 ４００μｍ２（制备材料为 ＷＳｉ）［５８］，并在
１５５０ｎｍ波长处观察到了趋近于饱和的内量子效率。

图９　ＳＮＳＰＤ的拓扑结构

ａ—回形纳米线　ｂ—螺旋纳米线［８５］（版权方：２０１７ＩＯＰ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已获
重印使用许可）　ｃ—分形纳米线（两个红色虚线方框代表分形二级与
三级结构，黑色虚线代表结构的排布顺序）　ｄ—发卡纳米线　ｅ—回形

微米线［１７２］（版权方：２０２０年，参考文献［１７２］的作者；已获重印使用许
可）　ｆ—纳结构探测器［１７３］（版权方：２０１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已
获重印使用许可）

５．１．２　螺旋纳米线（ｓｐｉｒａｌｎａｎｏｗｉｒｅ）　２００８年，
ＤＯＲＥＮＢＯＳ等人提出了螺旋纳米线结构［８２］，用于降

低ＳＮＳＰＤ系统探测效率对入射光子偏振态的相关性。
典型的螺旋纳米线结构如图９ｂ所示［８５］。相比于回形

纳米线结构，螺旋纳米线结构的电流拥挤效应较小，器

件的临界电流得到提升［１７０］。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

院（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ｆ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ＫＩＴ）和中国科学
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都对基于螺旋纳米线

结构的ＳＮＳＰＤ开展了研究工作［８５，１７１］。２０１７年，通过
集成光学微腔，ＨＵＡＮＧ等人在１５５０ｎｍ波长处实现了
５２．５％的ＳＤＥ、小于１．０４的偏振敏感度［８５］。

５．１．３　分形纳米线（ｆｒａｃｔａｌｎａｎｏｗｉｒｅ）　２０１５年，ＧＵ
等人提出了具有分形纳米线结构的 ＳＮＳＰＤ［１７４］。分形
ＳＮＳＰＤ受到柔性电子学中分形金属电极的启发［１７５］，

纳米线拓扑结构如图９ｃ所示。分形ＳＮＳＰＤ利用分形
曲线局部和整体间的自相似性，消除了回形纳米线的

方向性，进而有效降低了ＳＤＥ对入射光子偏振态的相
关性。２０１８年，ＣＨＩ等人实验演示了基于皮亚诺分形
曲线、低偏振敏感度的ＳＮＳＰＤ［１７６］。２０２０年，ＭＥＮＧ等
人采用分形和级联ＳＮＡＰ的电学结构［５６］，实现了６０％
的ＳＤＥ、１．０５的偏振敏感度、４５ｐｓ的时域抖动。但是，
分形ＳＮＳＰＤ的一个难点就是，在诸多Ｕ形和Ｌ形拐弯
处的电流拥挤效应降低了超导临界电流；从目前的实

验结果看，这些拐弯对ＳＮＳＰＤ的性能不利。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ＭＥＮＧ等人设计并实验演示了弯曲分形
ＳＮＳＰＤ（ａｒｃｅ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ＮＳＰＤ，ＡＦＳＮＳＰＤ）［７］。ＡＦ
ＳＮＳＰＤ纳米线整体排布和分形ＳＮＳＰＤ结构相似，主要
区别在于纳米线均由圆弧构成。理论分析表明，弯曲

分形结构大大缓解了普通分形结构中的电流拥挤效

应，使得超导临界电流与回形纳米线的相当。实验上，

ＭＥＮＧ等人在１５９０ｎｍ波长处偏振最大ＳＤＥ与偏振最
小ＳＤＥ均达到９１％；在１５６０ｎｍ波长处，测得时域抖
动为１９ｐｓ。
５．１．４　发卡结构 （ｈａｉｒｐ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发卡结构的纳
米线主要用于波导集成的 ＳＮＳＰＤ。２００９年，ＨＵ等人
提出了波导集成的 ＳＮＳＰＤ［１７７］。发卡结构的纳米线典
型结构如图９ｄ所示。将发卡结构的纳米线集成在光
波导上，波导中导模的倏逝波与纳米线有交叠，光能够

被纳米线吸收；相比于回形纳米线，发卡结构要到达几

乎完全吸收所需要的纳米线长度较短。就系统探测效

率而言，波导集成的ＳＮＳＰＤ主要受限于光耦合进波导
的耦合效率；而光一旦耦合进光波导，就几乎完全能够

被纳米线吸收。因此，发卡结构、波导集成的 ＳＮＳＰ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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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适合于芯片上的光探测；也就是说，如果光源（如量

子点单光子源）也与波导集成，那么系统整体的效率

会很高。所以，适合于芯片上集成与芯片上的弱光探

测是波导集成的ＳＮＳＰＤ的主要优点。
５．１．５　微米线结构 （ｍｉｃｒｏｗｉ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０１７年，
ＶＯＤＯＬＡＺＯＶ等人提出当偏置电流接近于临界电流
时，由“含杂超导体”（ｄｉｒｔｙ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制备的微米
线也能够实现单光子探测［７５］。２０１８年，ＫＯＲＮＥＥＶＡ
等人实验演示了２μｍ线宽的ＮｂＮ微米桥在４０８ｎｍ到
１５５０ｎｍ具有单光子响应［７９］，具体器件结构如图 １０ａ
所示。２０２０年，Ｃｈａｒａｅｖ等人实验演示了 ４００μｍ×
４００μｍ超大光敏区的３μｍ线宽 ＭｏＳｉ微米线，如图９ｅ
所示，并在１５５０ｎｍ处实现了内量子效率饱和的单光
　　

图１０　超导微米线单光子探测器（ＳＭＳＰＤ）

ａ—桥状微米线器件［７９］（版权方：２０１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已获重

印使用许可）　ｂ—归一化光子计数与暗计数率随相对偏置电流的变化

（探测器线宽３μｍ，厚度为３ｎｍ［１７２］；版权方：２０２０年，参考文献［１７２］的

作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ｃ—双螺旋形结构ＳＭＳＰＤ的ＳＤＥ与偏置电

流的关系［５７］（红点为最大ＳＤＥ，蓝点为最小ＳＤＥ，插图为双螺旋型结构

的显微镜照片；版权方：２０２１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ｓｅｒＰｒｅｓｓ；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子探测［１７２］，实验结果如图１０ｂ所示。２０２１年，ＸＵ等
人利用１μｍ线宽的 ＮｂＮ微米线制备直径５０μｍ的双
螺旋形探测区域，并在１５５０ｎｍ处实现了９０％以上的
ＳＤＥ［５７］，如图１０ｃ所示。

基于微米线结构的单光子探测器的器件物理，与

之前人们对ＳＮＳＰＤ的认识有很多不同之处，丰富了超
导微、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的研究，对于器件物理和器

件应用都会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５．１．６　纳结构探测器　２０１０年，Ｂｉｔａｕｌｄ等人加工了
５０ｎｍ×５０ｎｍ的超导纳结构探测器［１７３］，器件结构如图

９ｆ所示，实现亚波长空间尺度下的单光子探测与伪光子
数分辨探测，并测量了１μｍ大小光斑的衍射光强分布。

５．２　电学结构

５．２．１　超导纳米线雪崩光电探测器　为了缩短响应恢
复时间、增大输出电压脉冲的信噪比，２００７年，ＥＪＲＮＡＥＳ
等人提出了超导纳米线雪崩光电探测器（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ｇ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ａｖａｌａｎｃｈｅｐｈｏ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ＮＡＰ）［１７８］，结构如
图１１ａ所示。探测器由多根光敏纳米线并联构成，并
且纳米线中通入的电流接近纳米线的超导临界电流。

当其中一根纳米线被入射光子触发后，这根纳米线中

的电流转移到其他与之并联的纳米线，使得所有纳米

线均转变为有阻态，这些纳米线中偏置电流总和的绝

大部分转移到负载电阻，产生电压信号。

图１１　ＳＮＳＰＤ的各种电学结构

ａ—超导纳米线雪崩光电探测器（ＳＮＡＰ）结构示意图与对应的电路图　ｂ—级联ＳＮＡＰ结构示意图与对应的电路图　ｃ—基于二叉树结构ＳＮＳＰＤ的扫

描电镜照片与对应的电路图［１８０］（版权方：２０１４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ｄ—集成电流库结构 ＳＮＳＰＤ的扫描电镜照片伪彩图

与对应的电路图［１８１］

　　２０１２年，ＭＡＲＳＩＬＩ等人深入研究了 ＳＮＡＰ的器件
物理［９７］。ＳＮＡＰ从高偏置电流到低偏置电流，会经历
如下几个探测状态：（１）雪崩探测状态，单个光子足以
触发ＳＮＡＰ的雪崩过程，输出电压脉冲；（２）臂触发状
态，单个光子不足以触发 ＳＮＡＰ的雪崩过程，ＳＮＡＰ需
要多个光子联合触发才能输出一个电压脉冲；（３）不

稳定状态，光子入射到 ＳＮＡＰ后，ＳＮＡＰ的电流分布处
于不稳定状态，一个入射光子能够产生多个电压脉冲。

一般将 ＳＮＡＰ偏置在雪崩临界电流以上（雪崩临界电
流的定义为ＳＮＡＰ处于雪崩探测状态下的最小偏置电
流），使ＳＮＡＰ工作在单光子响应状态。ＳＮＡＰ结构往
往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感，一方面减小纳米线被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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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后泄露到负载的电流，增大流入与之并联的纳米

线的电流，降低ＳＮＡＰ的雪崩临界电流，增大 ＳＮＡＰ单
光子响应的偏置电流区间；另一方面，增大器件整体电

感，防止闭锁。

５．２．２　级联 ＳＮＡＰ结构　２０１５年，ＭＵＲＰＨＹ等人将
多个 ＳＮＡＰ结构串联，形成级联 ＳＮＡＰ［１７９］（ｃａｓｃａｄｅｄ
ＳＮＡＰ，ｃＳＮＡＰ），如图１１ｂ所示。当其中一个ＳＮＡＰ被
触发，其余的ＳＮＡＰ结构充当限流电感。这样，限流电
感本身也是光敏的，也可以进行单光子探测。

５．２．３　二叉树结构　ＭＡＲＳＩＬＩ等人对 ＳＮＡＰ器件物
理的研究表明［９７］，随着并联纳米线个数的增加，雪崩

临界电流更趋近于纳米线的超导临界电流，这就限制

了并联纳米线的数目。２０１４年，ＺＨＡＯ等人提出如图
１１ｃ所示的二叉树纳米线结构［１８０］。在二叉树纳米线

结构中，由两根纳米线构成的２ＳＮＡＰ为一级结构；每
两组一级结构串联限流电感后再并联，形成二级

ＳＮＡＰ结构；同样地，每两组二级 ＳＮＡＰ结构限流串联
电感后再并联，形成三级 ＳＮＡＰ结构。通过设计二叉
树结构中每一级串联限流电感的大小，使得雪崩过程

按照一定顺序发生，降低器件的雪崩临界电流，最终实

现了８倍输出信号的放大。
５．２．４　电流库结构　ＳＮＡＰ结构是由多根同样宽度
的光敏纳米线并联构成，若并联结构中任意一根纳米

线具有一定缺陷使其超导临界电流减小，会使得其他

并联纳米线上的最大可偏置电流随之减小，影响整体

器件的超导临界电流。为了克服 ＳＮＡＰ易受到纳米线
缺陷影响的缺点，２０１７年，ＣＨＥＮＧ等人提出了集成电
流库结构的 ＳＮＳＰＤ［１８１］。如图１１ｄ所示，一根窄的光
敏纳米线（红色部分）与一根宽的非光敏纳米线（蓝色

部分）并联，并与限流电感（绿色部分）串联。其中，宽

的非光敏纳米线（蓝色部分）作为“电流库”，用来放大

输出电压脉冲，提高输出电压脉冲的信噪比。集成电

流库结构的 ＳＮＳＰＤ是由 ＳＮＡＰ演化而来；但不同的
是，将ＳＮＡＰ结构中（Ｎ－１）根同样宽度的纳米线替换
成一根（Ｎ－１）倍宽的纳米线，实现信噪比提升Ｎ倍的
效果，宽的电流库纳米线不易受到缺陷的影响。

５．３　光学结构
如果不集成任何光学结构，用于加工ＳＮＳＰＤ的超

导薄膜在１５５０ｎｍ波长处大约能够吸收２０％至３０％的
入射光———当然，ＳＮＳＰＤ器件的光吸收效率与薄膜的
厚度、纳米线的宽度与占空比都有关。但无论如何，这

样的光吸收效率太低了。将超导纳米线与各种光学结

构集成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纳米线的光吸收效率。

５．３．１　微腔结构　集成光学微腔的ＳＮＳＰＤ是目前最
常用的光学结构。

２００６年，美国 ＭＩＴ和林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将
ＳＮＳＰＤ与１／４波长的微腔集成［６０］，在１５５０ｎｍ实现了
５７％的器件探测效率。如图１２ａ所示，器件结构从右
往左依次为：反射镜、光学腔体、纳米线、衬底、衬底背

面的抗反射膜，光通过衬底背入射到纳米线光敏区。

该结构虽然被称为微腔，但实际上只有一个反射镜，可

以理解为入射光和反射光发生干涉，研究者将纳米线

置于干涉加强的波峰处，增强了纳米线的光学吸收。

背入射的器件结构相比于顶入射的器件结构，后续封

装与测试相对复杂，研究人员也研发了反射镜在纳米

线下方的顶入射器件结构，反射镜既有金属反射

镜［１８２］（见图１２ｂ），也有多层介质膜形成的分布式布喇
格反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Ｂｒａｇｇｒｅｆ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ＢＲ）镜［３］（见图

１２ｃ）。目前，在１５５０ｎｍ波长处，ＳＮＳＰＤ的光吸收效率
已经接近１００％［３，９］。

图１２　ＳＮＳＰＤ的光学结构示意图

ａ—背入射集成微腔结构的ＳＮＳＰＤ示意图［６０］（版权方：２００６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

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ｂ—正入射集成微腔结构的

ＳＮＳＰＤ示意图［１８２］（版权方：２００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已获重印

使用许可）　ｃ—正入射集成 ＤＢＲ结构的 ＳＮＳＰＤ示意图［３］（版权方：

２０１７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已获重印

使用许可）　ｄ—集成光学纳米天线的 ＳＮＳＰＤ结构示意图［１７７］（版权

方：２００９ＩＥＥ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ｅ—集成正面耦合光学纳米天线

的ＳＮＳＰＤ光学结构示意图［１８５］（版权方：２０１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

ｔｙ；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微腔增强吸收的原理是干涉与谐振，具有波长选

择性。如何在宽谱范围内都实现高的光学吸收效率是

一个难题。ＬＩ等人利用多个微腔级联的结构，在多个
波段增强了纳米线的光学吸收［１８３］。

５．３．２　与光学纳米天线集成　２００９年，ＨＵ等人提出
了集成光学纳米天线的ＳＮＳＰＤ，如图１２ｄ所示，仿真结
果表明纳米线对ＴＭ偏振态入射光的吸收效率可以增
强至９６％［１７７］。２０１１年，作者用实验演示了低占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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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形纳米线与光学纳米天线集成，实现了４７％的器
件探测效率和 ５ｎｓ的响应恢复时间［１８４］。２０１５年，
ＨＥＡＴＨ等人在单个ＳＮＳＰＤ上集成了具有两种不同谐
振波长的光学纳米天线，如图１２ｅ所示，实现了ＳＮＳＰＤ
的ＳＤＥ５０％～１３０％的相对提升［１８５］。

５．３．３　与介质光波导集成　２００９年，ＨＵ等人提出了
波导集成的 ＳＮＳＰＤ［１７７］，并与发卡结构的纳米线拓扑
结构配合。采用波导集成、纳米线通过行波倏逝波吸

收光的方案，具有宽谱的优势；但是，如前文所述，如果

应用需要，从光纤到集成光波导的光耦合效率往往是

整体ＳＤＥ的限制因素。
同样基于纳米线吸收行波倏逝波的方案，ＹＯＵ等

人将微纳光纤与 ＳＮＳＰＤ集成［１８６］，并在 ６３０ｎｍ～
１５００ｎｍ的宽谱范围实现超过５０％的ＳＤＥ［１８７］。

目前，波导集成的ＳＮＳＰ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器
件结构［１８８２０２］，尤其适合在芯片上集成 ＳＮＳＰＤ。随着
硅基光子器件的迅速发展并取得成功，波导集成的

ＳＮＳＰＤ可以进一步与很多硅基光子器件在芯片上集
成，大大拓展了 ＳＮＳＰＤ的应用空间。比如，ＫＯＶＡＬＹ
ＵＫ等人将 ＳＮＳＰＤ与阵列波导光栅（ａｒｒａｙｅｄｗａｖｅｇｕｉｄ
ｅｄｇｒａｔｉｎｇ，ＡＷＧ）集成［５０］，实现了具有单光子灵敏度

的光谱仪；ＫＨＡＳＭＩＮＳＫＡＹＡ等人实现了量子光源与
单光子探测器的单片集成［１８９］。另一方面，ＳＮＳＰＤ已
与多种材料的光波导集成，包括 Ｓｉ［１２，６７，１８８，１９３１９７］、
ＳｉＮ［１８９，１９８］，ＧａＡｓ［１９９，２００］，ＡｌＮ［１９３］，ＬｉＮｂＯ［２０１］３ ，Ｔａ２Ｏ

［１９２］
５ ，

金刚石［２０２］。关于波导集成的ＳＮＳＰＤ的详细综述请见
参考文献［３１］。
５．３．４　与光子晶体集成　２０１６年，ＶＥＴＴＥＲ等人将
ＳＮＳＰＤ与光子晶体点缺陷微腔［１８８］相集成（见图

１３ａ），利用１μｍ长的纳米线实现了３０％的片上探测效
率与５１０ｐｓ的响应恢复时间。为了进一步提升 ＳＮＳＰＤ
的综合探测性能，２０１８年，ＭＮＺＢＥＲＧ等人将 ＳＮＳＰＤ
与光子晶体线缺陷波导［１２］相集成（见图 １３ｂ），利用
　　

图１３　与光子晶体结构集成的ＳＮＳＰＤ

ａ—光子晶体点缺陷微腔与 ＳＮＳＰＤ集成［１８８］（版权方：２０１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ｂ—光子晶体线缺陷波导与

ＳＮＳＰＤ集成［１２］（版权方：２０１８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

许可）

３μｍ长的纳米线实现了 ６６．９％的片上探测效率、
４８０ｐｓ的响应恢复时间。

６　加工工艺

ＳＮＳＰＤ采用由超导薄膜沉积、扫描电子束曝光、
反应离子刻蚀等步骤所构成的“自顶向下”的微纳加

工工艺。对于图形定义，除了采用扫描电子束曝光，也

有采用光刻［２０３］、原子力显微镜进行局部氧化［２０４］、聚

焦离子束刻蚀［２０５］、纳米压印［２０６］、非线性飞秒光刻［２０７］

的方法。ＳＮＳＰＤ器件整体加工还涉及电极与光学结
构的加工。

基于扫描电子束曝光的 ＳＮＳＰＤ微纳加工流程如
图１４所示。

图１４　ＳＮＳＰＤ加工流程示意图

ａ—热氧化片基底　ｂ—沉积超导薄膜　ｃ—加工金属电极　ｄ—加工纳

米线

（１）超导薄膜沉积。超导薄膜沉积已经在第４节
中详述。需要注意的是，在沉积薄膜之前（见图１４ａ），
基底表面的洁净程度很重要，洁净度会影响成膜质量

和器件性能。超导薄膜沉积后，整体结构如图１４ｂ所
示。

（２）金属电极的加工。常用的电极材料为金（Ａｕ）
以及增加金与基底粘附性的钛（Ｔｉ）或者铬（Ｃｒ）。加
工步骤是：首先采用光刻定义电极形状，之后采用电子

束蒸镀或者磁控溅射的方法沉积金属薄膜，用抬离

（ｌｉｆｔｏｆｆ）移除不需要的金属而形成电极［７］。金属电极

加工完成后，整体结构如图１４ｃ所示。
（３）纳米线的加工。在加工完成金电极后，用扫

描电子束曝光定义纳米线结构。电子束曝光胶可选用

ＰＭＭＡ［１７６］，ＺＥＰ５２０Ａ［１６７］，ＨＳＱ［５６］，ｍａＮ２４０１［２０８］。电
子束曝光的近邻效应会影响纳米线的宽度［１１４］；在曝

光过程中，可以修正紧邻效应，也可以减小电子束曝光

胶的厚度减弱近邻效应。曝光完成显影后，采用反应

离子刻蚀将电子束曝光胶上的图形转移至超导薄膜，

刻蚀气体一般为四氟化碳［５６］或六氟化硫［１１４］。参考文

献［３８］中对各种超导材料的刻蚀工艺进行了总结。
器件刻蚀过程中要控制好刻蚀时间；研究表明，过刻将

引入更多缺陷，使 ＳＮＳＰＤ性能下降［２０９］。纳米线加工

完成后，整体结构如图１４ｄ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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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光学耦合

如何将光高效率地耦合到ＳＮＳＰＤ的光敏面，曾经
是一个难题［６１］。主要难点在于：（１）大光敏面、高
ＤＤＥ的ＳＮＳＰＤ加工产率低，而小光敏面对于耦合的对
准精度要求高；（２）ＳＮＳＰＤ工作在低温，低温与制冷不
能影响光耦合，光耦合也不能影响基础温度。

ＳＮＳＰＤ的光学耦合问题大致分为３种情况：（１）
光纤与ＳＮＳＰＤ的垂直耦合，这是目前最常用的耦合方
式，具体的实现途径有光纤套筒自准直［２，４，７９］、基于渐

变折射率透镜光纤［２１０］、基于双透镜组［２１１］、采用低温

纳米位移台和光纤聚焦器［２４，５６，６１］；（２）自由空间光与
ＳＮＳＰＤ的垂直耦合，这种耦合方式需要通过制冷机的
光窗将光耦合到 ＳＮＳＰＤ，如何尽可能降低暗计数率、
确保ＳＮＳＰＤ的基础温度是关键［１６９，２１２２１３］；（３）光纤与
波导集成的ＳＮＳＰＤ耦合，目前主要采用低温纳米位移
台在低温下将光纤与片上集成的耦合器进行对

准［１９４］，或在室温下将光纤与波导耦合器对准后用胶

固定［２１４］。

７．１　光纤与ＳＮＳＰＤ的垂直耦合
７．１．１　利用光纤套筒的自准直耦合　利用光纤套筒
的自准直耦合是便捷、紧凑、常用的 ＳＮＳＰＤ芯片封装
方法。这种方法是由美国ＮＩＳＴ在２０１１年首先用于超
导转变边沿探测器（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ｅｄｇｅ
ｓｅｎｓｏｒ，ＴＥＳ）的芯片封装，普通单模光纤与 ２５μｍ２的
ＴＥＳ光敏区耦合损耗小于１％［２１５］。之后，研究者将这

种方法用于ＳＮＳＰＤ芯片的封装［２，４，７９］。美国 ＮＩＳＴ、荷
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ｉｔＤｅｌｆｔ，ＴＵ
Ｄｅｌｆｔ）、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等研究单位都采用了这种封装方法［２，４，７９］。

如图１５ａ所示，ＳＮＳＰＤ芯片通过光刻、深硅刻蚀的
方法被加工成钥匙孔形状，圆形部分外径几乎等于或

略小于光纤陶瓷套筒（ｚｉｒｃｏｎｉａｓｌｅｅｖｅ）标准件的内径
（２．５ｍｍ），ＳＮＳＰＤ光敏区与芯片圆形部分共心。如图
１５ｂ所示，将 ＳＮＳＰＤ芯片嵌入陶瓷套筒中，再把陶瓷
　　

图１５　ＳＮＳＰＤ芯片的自准直封装［７］

ａ—钥匙孔形状的ＳＮＳＰＤ芯片光镜照片　ｂ—自准直封装的模块装配示

意图　ｃ—自准直封装的模块照片

套筒插入与铜块固定的金属插芯（ｍｅｔａｌｐｉｎ），金属插
芯保证了ＳＮＳＰＤ芯片与铜块之间良好的热传导，最后
将光纤跳线插入陶瓷套筒并与 ＳＮＳＰＤ芯片直接接触，
并用光纤法兰盘（ｆｉｂｅｒｆｌａｎｇｅ）固定。

自准直耦合中，光纤模场与ＳＮＳＰＤ器件光敏区的
对准精度由芯片圆形部分外径相较于陶瓷套筒内径的

尺寸偏差、ＳＮＳＰＤ光敏区中心相较于芯片圆心的偏
移、光纤纤芯圆心相较于光纤套管圆心的偏移决定。

图１５ｃ展示了装配完成的自准直封装的模块照片，尺
寸为３０ｍｍ×１４ｍｍ×１９ｍｍ［７］。参考文献［２１５］中报
道了自准直封装的对准误差为３．１μｍ；为了实现光纤
模场与ＳＮＳＰＤ光敏区的高效率耦合，用于自准直封装
的 ＳＮＳＰＤ 光 敏 区 直 径 （或 者 边 长）一 般 大 于
１５μｍ［２，８９］。然而，大光敏区的 ＳＮＳＰＤ易引入加工缺
陷，导致 ＳＮＳＰＤ的超导临界电流减小，负面影响
ＳＮＳＰＤ的 ＳＤＥ和时域特性。从作者在天津大学的研
究经验和实验结果看，该方法的对准精度要优于已报

道的３．１μｍ。另外，天津大学在系统封装中采用模场
适配器，将普通单模光纤的模场 （模场直径为

１０４μｍ）绝热地变换为高折射率光纤的模场（模场直
径为６．３μｍ），用高折射率光纤将光耦合到光敏区为
１０．２μｍ２的分形 ＳＮＳＰＤ，在 １５９０ｎｍ波长处实现了
９１％的ＳＤＥ，推算从普通单模光纤到ＳＮＳＰＤ光敏区的
耦合效率高于９７％［７］。

７．１．２　利用渐变折射率透镜光纤耦合　日本情报通
信研究机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ＩＣＴ）采用基于渐变折射率透
镜（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ｌｅｎｓ，ＧＲＩＮｌｅｎｓ）光纤的芯片封
装［２１０］。如图１６ａ所示，集成渐变折射率透镜光纤的
套管（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ｆｉｂｅｒｆｕｎｒｕｌｅ，ＭＵｆｉｂｅｒｆｕｒｒｕｌｅ）固定
在背部铜块（ｆｉｂ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ｂｌｏｃｋ）上，采用背入射方式，
通过控制样品台（ｃｈｉｐ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ｂｌｏｃｋ）厚度使得光束
聚焦于ＳＮＳＰＤ光敏区平面；背部铜块和样品台均由高
精密机械加工制备，使得安装背部铜块后光斑能够对

准ＳＮＳＰＤ光敏区；在正面安装屏蔽铜块（ｓｈｉｅｌｄｂｌｏｃｋ）
来抑制黑体辐射导致的暗计数。光模场与 ＳＮＳＰＤ光
敏区的对准精度主要由机械加工精度决定。图１６ｂ展
示了装配完成后的 ＳＮＳＰＤ模块照片，尺寸为１５ｍｍ×
１５ｍｍ×１０ｍｍ，在小型 ＧＭ制冷机中可以安装多个这
样的ＳＮＳＰＤ模块［２１０］。图１６ｃ展示了集成渐变折射率
透镜的光纤套管示意图，出射光的束腰直径约为８μｍ～
１０μｍ［２１０］。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在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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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基于渐变折射率透镜的芯片封装［２１０］（版权方：２０１０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

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ａ—ＳＮＳＰＤ芯片封装的装配示意图　ｂ—封装后的 ＳＮＳＰＤ模块

照片　ｃ—集成渐变折射率透镜的光纤套管示意图（ｒｆ：ｒａｄｉｏ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ＭＵ：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ＧＲＩＮ：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ＳＭ：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

Ｎ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案的基础上，采用正入射方式，利用显微镜和位移台，

在室温下通过调整 ＳＮＳＰＤ芯片位置来优化光纤与
ＳＮＳＰＤ光敏区的耦合效率，之后将ＳＮＳＰＤ芯片位置固
定并降温，在１５５０ｎｍ波长处实现了 ＳＤＥ高于９０％的
ＮｂＮＳＮＳＰＤ系统［３］。

７．１．３　利用双透镜组耦合　ＺＨＡＮＧ等人采用如图
１７所示的双透镜光束汇聚方案，将纤芯直径为
６２５μｍ的多模光纤的出射光聚束到１０μｍ大小，从而
实现多模光纤与１０μｍ２光敏区 ＳＮＳＰＤ的光耦合（见
图１７ａ）［２１１］。研究人员通过轴对称封装设计（见图
１７ｂ），克服了降温对光对准的影响，在低温环境下也
获得了的高耦合效率，实现了超过５０％的ＳＤＥ［２１１］。

图１７　基于双透镜的多模光纤光耦合［２１１］（版权方：２０１５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ａ—双透镜光路图　ｂ—基于双透镜耦合的ＳＮＳＰＤ封装照片

７．１．４　利用低温纳米位移台和光纤聚焦器的低温主
动耦合　一种直截了当的光耦合方式是采用低温纳米
位移台移动光纤聚焦器，实现光模场与 ＳＮＳＰＤ光敏区
的对准［２４，６１］。如图１８所示，低温主动对准封装主要
包括３轴纳米位移台（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ｓ）、光纤聚焦器（ｆｉｂ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ｒ）。光纤聚焦器出射光的束腰直径约为
５μｍ［６１］，可与光敏区直径（或边长）约为 １０μｍ的
ＳＮＳＰＤ实现高耦合效率。３轴纳米位移台引入了较大
的热负载，在 １Ｗ ＧＭ制冷机中的基础温度一般为
２７Ｋ；低温纳米位移台也较为昂贵；这种方法也不易
于扩展到在单个制冷机中安装多个模块。然而，作为

一种快速实现高效率光耦合的实验方法，在 ＳＮＳＰＤ的
早期研究中，美国ＭＩＴ［６１］与林肯实验室都采用这种方
法［２４］。

图１８　基于低温纳米位移台和光纤聚焦器的低温主动耦合模块［６１］

（版权方：２００９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７．２　自由空间光耦合

一些应用需要采用 ＳＮＳＰＤ探测自由空间光，比
如：激光雷达、空间光通信。为了接收和探测自由空间

光，一种方法是把自由空间光先耦合到多模光纤，再通

过多模光纤把光耦合到ＳＮＳＰＤ［１５］；另一种方法是通过
制冷 机 的 光 窗 将 光 直 接 从 自 由 空 间 耦 合 到

ＳＮＳＰＤ［１６９，２１２２１３］。
２０１６年，ＢＥＬＬＥＩ等人实验演示了自由空间光耦

合的ＳＮＳＰＤ系统［１６９］，如图１９所示。入射光准直后先
后经过低温恒温器屏蔽罩上的３００Ｋ，４０Ｋ，４Ｋ带通光
学滤波片，被安装于纳米位移台上的透镜聚焦，汇聚在

ＳＮＳＰＤ的光敏区。３个滤波片的作用是滤掉杂散光。
通过外部成像装置与位移台确保将焦点光斑调整至

ＳＮＳＰＤ光敏区位置，实现自由空间光与ＳＮＳＰＤ高效率
耦合。

图１９　自由空间光耦合装置［１６９］（版权方：２０１６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

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ａ—自由空间光耦合实物图　ｂ—自由空间光耦合示意图

７．３　光纤与波导集成的ＳＮＳＰＤ耦合

主要难点是低温下光纤到集成光波导高效率的光

耦合———除了低温这个额外的限制条件，这个问题与

ＳＮＳＰＤ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光纤到集成光波导的
耦合问题已经被广泛研究，主要采用合适的模场适配

器，有端面耦合［１９３，２１４］、通过光栅结构的垂直耦合［１９４］、

通过３维聚合物结构的耦合［２１６］等方法。在低温下，

光纤与耦合器的对准一般采用低温纳米位移台进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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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准。图２０ａ展示了使用端面耦合方法的波导集成
ＳＮＳＰＤ，实验中使用透镜光纤，出射光经过ＳＵ８聚合物
耦合器后通入硅波导中［１９３］；图２０ｂ中所展示的器件
利用了３轴低温纳米位移台实现入射光与光栅耦合器
的主动对准［１９４］；图２０ｃ中蓝色部分为３维聚合物结
构，利用此结构在５３２ｎｍ～１６４０ｎｍ的波长范围内实现
了２２％～７３％的ＳＤＥ［２１６］。

图２０　波导集成的ＳＮＳＰＤ

ａ—端面耦合结构［１９３］（版权方：２０１５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ｉｍｉｔｅｄ；已获

重印使用许可）　ｂ—光栅耦合结构［１９４］（版权方：２０１２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ｉｍｉｔｅｄ；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ｃ—３维聚合物的耦合结构［２１６］

（版权方：２０２１年，参考文献［２１６］的作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７．４　基于微纳光纤的光耦合
２０１７年，ＹＯＵ等人实现了微纳光纤到 ＳＮＳＰＤ通

过倏逝场的光耦合［１８６］（见图２１）。２０１９年，ＨＯＵ等人
优化上述耦合结构，在６３０ｎｍ～１５００ｎｍ的宽谱范围实
现了超过５０％的ＳＤＥ［１８７］。

图２１　微纳光纤耦合的ＳＮＳＰＤ
ａ—利用微纳光纤倏逝场实现 ＳＮＳＰＤ光耦合的示意图［１８６］（版权方：
２０１７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ｂ—利用微纳光纤
实现ＳＮＳＰＤ光耦合的实物照片［１８７］（版权方：２０１９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
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８　信号读出

单像元ＳＮＳＰＤ探测一个光子的过程中，大约有几
微安至几十微安的偏置电流动态转移至５０Ω负载上，
产生峰值电压在１ｍＶ量级的脉冲。为了读出这个电
压脉冲，需要采用低噪声射频放大器对电压脉冲放大。

　　放大器的带宽和噪声系数影响 ＳＮＳＰＤ的时域性能。
放大器与ＳＮＳＰＤ的连接有交流耦合和直流耦合两种
情况［２１７］。交流耦合由于放大器电容的反复充放电，

使得 ＳＮＳＰＤ的超导临界电流降低，计数率受到限
制［２１７２１８］；直流耦合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达到较高的

计数率［２１７，２１９］。另外，ＳＮＳＰＤ输出电压脉冲时域波形
实际上携带了光子数信息，如果使用带宽较大的低噪

声射频放大器［２２０］或者采用电学阻抗匹配结构［２２１］，就

可以提取出光子数信息。

与半导体单光子雪崩二极管（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ａｖａ
ｌａｎｃｈｅｄｉｏｄｅ，ＳＰＡＤ）等光电探测器的发展相类似，
ＳＮＳＰＤ也在深空高速激光通信［１５，２２２］、成像［４５，４８］、大规

模集成光子回路［３１，１８９，１９７］等应用的驱动下由单像元器

件走向阵列化。相比于单像元的 ＳＮＳＰＤ，ＳＮＳＰＤ阵列
可以实现更高的计数率，具备成像、伪光子数分辨能

力。基于ＣＭＯＳ工艺的ＳＰＡＤ阵列已经达到０．２×１０６

像元量级［２２３］；相比之下，目前已报道的ＳＮＳＰＤ阵列最
多具有１０２４像元［４８］。ＳＮＳＰＤ阵列信号读出难点主要
来源于ＳＮＳＰＤ的低温工作环境———与室温通过电缆
的电学连接是低温制冷机的热负载，随着阵列中

ＳＮＳＰＤ器件的增多，这个热负载就会影响基础温度。
目前已有的解决办法是：（１）复用，通过各种方式的复
用减少阵列所需电缆的数量［４１，４８，２２４２３３］；（２）将 ＳＮＳＰＤ
输出电压信号转化到光域进行读出 ［２３４］；（３）采用超
导电子电路在低温下进行读出［２３５２４１］。相关参考文

献［２４，３７，２４２］中综述了ＳＮＳＰＤ的阵列读出方式。
８．１　ＳＮＳＰＤ的电信号读出
８．１．１　交流耦合的读出电路　ＳＮＳＰＤ的交流耦合读
出电路如图 ２２所示。采用一个 Ｔ型偏置器（ｂｉａｓ
ｔｅｅ），将直流偏置电流输入到 ＳＮＳＰＤ，将 ＳＮＳＰＤ的输
出射频信号交流耦合至低噪声放大器［２１７］。放大器的

输入电容Ｃ０通常远小于Ｔ型偏置器射频端的电容，因
此Ｃ０在串联电容电路中占主导地位

［２１７］。然而，Ｃ０上
积累的电荷会对 ＳＮＳＰＤ充电，达到一定的计数率时，
ＳＮＳＰＤ会发生闭锁［２４，２１７２１８］，而这个计数率低于由

ＳＮＳＰＤ的电学常数τｅ所决定的最大计数率
［２１７］。所以，

交流耦合的读出电路限制了ＳＮＳＰＤ的最大计数率。

图２２　ＳＮＳＰＤ的集总式电路模型与交流耦合的读出电路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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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研究者改进了交流耦合的读

出电路。ＺＨＡＯ等人提出了如图２３ａ所示的电容接地
读出电路，用于减小放大器电容耦合的影响，提高

ＳＮＳＰＤ系统的最大计数率［２４３］。ＣＡＨＡＬＬ等人在 Ｔ型

偏置器的射频端与地之间串接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如

图２３ｂ所示，为读出电路提供低频放电通路，提高了
ＳＮＳＰＤ的最大偏置电流和最大计数率，降低了 ＳＮＳＰＤ
的时域抖动［２１８］。

图２３　ＳＮＳＰＤ的几种读出方式

ａ—电容接地的交流耦合读出方式［２４３］（竖虚线左侧表示２．５Ｋ低温环境，右侧表示室温环境；版权方：２０１４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

可）　ｂ—低通滤波器接地的交流耦合读出方式［２１８］（版权方：２０１８年，参考文献［２１８］的作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ｃ—基于ＨＥＭＴ的直流耦合读出

方式［２１７］（版权方：２０１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８．１．２　直流耦合的读出电路　采用直流耦合的读出
电路可以消除交流耦合放大器的输入电容对 ＳＮＳＰＤ
的充电效应［２１７］。如图２３ｃ所示，ＫＥＲＭＡＮ等人提出
一种直流耦合的ＳＮＳＰＤ读出电路，直流耦合的读出电
路给ＳＮＳＰＤ提供几乎与电学频率无关的、电阻性的负
载阻抗［２１７］。直流耦合的读出电路采用两个高电子迁

移率晶体管（ｈｉｇ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ＨＥＭＴ）对
ＳＮＳＰＤ的输出脉冲进行预放大，然后交流耦合至二级放
大器。与交流耦合的读出电路相比，采用直流耦合的读

出电路时ＳＮＳＰＤ的计数率提高了近１个数量级［２１７］。

８．１．３　双端读出电路　如果纳米线比较长，ＳＮＳＰＤ
应视为射频传输线。因为超导纳米线有较大的动能电

感率，１ｍｍ长的超导纳米线大约引入１００ｐｓ的传输延
迟［１１６］。因此，对于单端读出的 ＳＮＳＰＤ，超导纳米线的
传输线效应是导致时域抖动的一个因素［１０１］。２０１６
年，ＣＡＬＡＮＤＲＩ等人采用双端读出的方式降低了
ＳＮＳＰＤ的时域抖动［１０１］。

图２４展示了双端读出电路的工作原理［１０１］。如

图２４ａ所示，纳米线两端分别连接偏置与读出电路，读
出电路包括低温 ＨＥＭＴ放大器和室温放大器的２级
放大电路。假设光子的到达时间和到达位置分别为ｔｐ
和ｘｐ，电脉冲沿纳米线的传输速度为ｖ，纳米线长度为
Ｄ，那么电脉冲从光子到达位置传输到纳米线两端所
需要的时间分别为 ｔ１＝ｔｐ＋ｘｐ／ｖ，ｔ２＝ｔｐ＋（Ｄ－ｘｐ）／ｖ。
纳米线两端的输出脉冲如图２４ｂ所示。通过对脉冲的

到达时间求和，即∑ ＝ｔ１＋ｔ２＝２ｔｐ＋
Ｄ
ｖ，∑ 与光子

的到达位置无关，对∑ 做统计直方图（而不是对 ｔ１

　　

图２４　ＳＮＳＰＤ的双端读出电路［１０１］（ＨＥＭＴ：ｈｉｇ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ａｎ

ｓｉｓｔｏｒ；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ＭＰ：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版权方：２０１６年，参考文献

［１０１］的作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ａ—电路示意图　ｂ—双端输出脉冲波形　ｃ—单端读出与双端

读出的时域抖动测试结果

或者ｔ２做统计直方图）便可降低传输线效应引起的时
域抖动。对于１０μｍ×１０μｍ的ＳＮＳＰＤ，单端读出与双
端读出的时域抖动测试结果如图２４ｃ所示，采用双端
读出比单端读出的时域抖动降低了１７％。
８．１．４　从ＳＮＳＰＤ输出信号中获取光子数信息　在一
段时期，研究者认为单像元ＳＮＳＰＤ不具备的光子数分
辨能力，即：ＳＮＳＰＤ被单个光子触发或者同时被多个
光子触发，输出信号是相同的。２００７年，ＢＥＬＬ等人指
出，对于一根较长的回形纳米线，ｎ个入射光子可能在
纳米线上产生 ｎ个有阻区［２４４］；利用纳米线有阻区的

阻值与光子数的关系，有可能获取光子数信息。

实验上，用单像元ＳＮＳＰＤ获取光子数信息有两种
方案：（１）采用低噪声、大带宽的低温放大器，读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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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前沿的斜率；不同的光子数对应的有阻区电阻不同，

输出脉冲的前沿斜率也不同，采用这种方法，２０１７年，
ＣＡＨＡＬＬ等人用单像元 ＳＮＳＰＤ可以区分到４个光子
（如图２５ａ和图２５ｂ所示）［２２０］；（２）采用电学阻抗匹配
结构，将ＳＮＳＰＤ的输出脉冲绝热地从纳米线的高阻抗
匹配至读出电路的低阻抗，避免传输过程中 ＳＮＳＰＤ输
出信号的失真；不同的光子数对应转移出的电流大小

不同，对应的输出电压脉冲幅值也不同。采用这种方

法，２０２０年，ＺＨＵ等人用单像元 ＳＮＳＰＤ可以区分到４
个光子（如图２５ｃ和图２５ｄ所示）［２２１］。

图２５　从 ＳＮＳＰＤ输出信号中获取光子数信息的两种方案（ａ／ｂ：从

ＳＮＳＰＤ输出的前沿斜率中获取光子数信息［２２０］；ｃ／ｄ：从 ＳＮＳＰＤ

输出的幅值中获取光子数信息［２２１］）

ａ—实验装置示意图（版权方：２０１７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

获重印使用许可）　ｂ—实验结果（Ａｔｔｅｎ：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ｏｒ；Ｍｏｄ：ｍｏｄｕｌａ

ｔｏｒ；ＦＰＧＡ：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ｇａｔｅａｒｒａｙ；ＣＷ：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ａｖｅ；版

权方：２０１７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ｃ—

集成阻抗匹配结构的 ＳＮＳＰＤ示意图（版权方：２０２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ｄ—实验结果（Ｐｒｏｂ：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版权方：２０２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已获重印使

用许可）

单像元ＳＮＳＰＤ目前能够区分的最大光子数为４；
要区分更多的光子数，需要采用ＳＮＳＰＤ阵列。
８．２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电信号读出
８．２．１　独立读出　对于像元数较少的ＳＮＳＰＤ阵列可
以采用每个像元独立偏置和读出的方式。对于 Ｎ×Ｎ
个像元构成的ＳＮＳＰＤ阵列需要Ｎ２根同轴电缆。目前
已报道的基于独立读出的ＳＮＳＰＤ阵列最多包含１６个
像元［１１４，２４５］。研究表明［２４６］，在独立偏置和读出的方式

下，各像元之间几乎没有串扰。

８．２．２　行列复用　２０１４年，ＶＥＲＭＡ等人提出了行列
复用的ＳＮＳＰＤ阵列读出方式［２４７］。行列复用的读出方

式只需要２Ｎ根同轴电缆就能够读出 Ｎ×Ｎ的 ＳＮＳＰＤ
阵列，通过判定输出信号对应的行位置和列位置分辨

出被触发的ＳＮＳＰＤ像元。采用行列复用的读出方式，
美国ＪＰＬ、ＮＩＳＴ研究组先后将 ＳＮＳＰＤ阵列拓展至 ６４

像元［２１３］和１０２４像元［４８］。

行列复用的读出电路如图２６ａ所示。每个像元的
ＳＮＳＰＤ串联了一个电阻Ｒｐ；每个像元的一端与同一行
中其他像元连接，另一端与同一列中其他像元连接；偏

置电流在行电路上输入，经由 ＳＮＳＰＤ像元和每列上的
电感 Ｌｃ流至地；每一行和列上的放大器用于读出
ＳＮＳＰＤ的输出电压脉冲。当一个 ＳＮＳＰＤ像元被光子
触发后，将在该像元所在的行和列上产生极性相反的

电压脉冲，通过对行和列输出脉冲进行共计数可以确

定ＳＮＳＰＤ触发单元的位置。图２６ｂ和图２６ｃ为３２像
元×３２像元的ＳＮＳＰＤ阵列的光学显微镜照片［４８］。

图２６　行列复用的ＳＮＳＰＤ阵列读出

ａ—行列复用读出电路示意图［４８］（圆圈表示 ＳＮＳＰＤ像元，根据输出脉

冲所在的行和列可以得到ＳＮＳＰＤ触发单元的位置；版权方：２０１９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ｂ—行列复用ＳＮＳＰＤ阵列的局

部光学显微镜照片［４８］（单个ＳＮＰＳＤ像元的光敏区为３０μｍ×３０μｍ；版

权方：２０１９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ｃ—行列复

用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整体光学显微镜照片［４８］（阵列面积为 １．６ｍｍ×

１．６ｍｍ；版权方：２０１９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ｄ—双层热耦合的行列复用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工作原理示意图［２３３］（版权

方：２０２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ｅ—双层热耦

合的行列复用ＳＮＳＰＤ阵列的两种布局方式［２３３］（版权方：２０２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上述行列复用的读出方式存在电流重新分配的问

题，即：一个像元被触发后，部分电流会流入同一行、同

一列的其他像元中，降低了被触发像元输出脉冲信号

的信噪比［４８］。在保证足够信噪比的情况下，行列复用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上限大约是２２５像元×２２５像元［２１３］。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Ｃａｌｔｅｃｈ）和ＪＰＬ的ＡＬＬＭＡＲＡＳ等人提出了双层热
耦合的行列复用 ＳＮＳＰＤ阵列［２３３］。如图２６ｄ所示，超
导纳米线为双层结构（１），上层纳米线吸收光子后产
生有阻区（２）和（３），有阻区的热电演化产生焦耳热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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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和（５），焦耳热传递到下层纳米线使得下层纳米线
也产生有阻区（５），有阻区耗散后（６）两层纳米线又回
到初始状态（１）。双层热耦合的行列复用ＳＮＳＰＤ阵列
可以布置成如图２６ｅ所示的两种方式———两层纳米线
平行排布或垂直排布，两层纳米线的交叠组成一个像

元。通过对两层纳米线输出的电脉冲进行共计数，便

可得到触发像元的位置信息。因为双层热耦合的行列

复用ＳＮＳＰＤ阵列的某一行或某一列为一根连续的纳
米线，不存在同一行或同一列上像元间的电流重新分

配问题；但同一纳米线上的一个缺陷会影响所有像元

的工作性能，从而限制了双层热耦合的行列复用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可扩展性。
８．２．３　时间复用　２０１３年，ＨＯＦＨＥＲＲ等人提出了时
间复用的阵列读出方式，如图 ２７ａ所示［２２７］。该方法

是在ＳＮＳＰＤ像元之间串联阻抗匹配的超导微带延迟
线，超导微带延迟线将ＳＮＳＰＤ像元输出的电学脉冲在
时域上分开，采用一根同轴线即可偏置、读出 ＳＮＳＰＤ
阵列。

图２７　时间复用的ＳＮＳＰＤ阵列读出
ａ—单端读出的时间复用方式［２２７］（版权方：２０１３ＩＥＥＥ；已获重印使用许
可）　ｂ—双端读出的时间复用方式［４１］（Ｔ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ｉｎｅ；Ａｍｐ：ａｍ
ｐｌｉｆｉｅｒ；版权方：２０１７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ｉｍｉｔｅｄ；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２０１７年，ＺＨＡＯ等人利用一根连续的超导纳米线
同时作为单光子探测器和微波延迟线，配合双端差分

读出，实现了约５９０个像元的单光子成像器［４１］。如图

２７ｂ所示，光敏纳米线的长度为１９．７ｍｍ，两端分别集
成阻抗匹配器（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ｔａｐｅｒ），将光敏纳米线ｋΩ量
级的高阻抗绝热匹配至５０Ω低阻抗。对成像器双端
读出，电脉冲的到达时间分别为 τ１和 τ２，差分读出

（τ１－τ２）便可得到光子的到达位置信息ｘｐ。
２０１８年，ＺＨＵ等人在上述双端读出时间复用方式

的基础上，结合了类似于图２７ａ中光敏纳米线与超导
延迟线分离的结构和级联２ＳＮＡＰ结构，每个像元由
两根超导纳米线并联而成，演示了１６像元的 ＳＮＳＰＤ
阵列，区分出１６种单光子响应模式和１２０种双光子响
应模式［２２６］。

８．２．４　频率复用　在微波动能电感探测器（ｍｉｃｒｏ
ｗａｖ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ＭＫＩＤ）领域，研究者采
用频率复用方式在低温下已经实现了万像元量级的探

测器阵列［２４８］；类似地，在 ＳＮＳＰＤ领域，研究者提出了
频率复用的ＳＮＳＰＤ阵列读出方法。

德国ＫＩＴ研究组开展了频率复用 ＳＮＳＰＤ阵列读
出的研究［２２５］。２０１７年，ＤＯＥＲＮＥＲ等人实验演示了
采用频率复用方式读出 １６像元的 ＳＮＳＰＤ阵列［２２５］。

图２８ａ～图 ２８ｃ是交流偏置的频率复用 ＳＮＳＰＤ阵
列［２２５］。如图２８ａ所示，每个 ＳＮＳＰＤ像元可以等效为
一个独立的 ＬＣ谐振回路，每个像元的电容相等，通过
改变每个像元的电感使得每个像元的谐振频率不同。

每个像元嵌入到微波反馈线之间，如图２８ｂ所示，这样
只需要２根同轴线缆即可读出 ＳＮＳＰＤ阵列。图 ２８ｃ
展示了１６像元ＳＮＳＰＤ阵列的透射谱测试结果，１６个
尖峰表示１６个ＳＮＳＰＤ像元。

图２８　频率复用的ＳＮＳＰＤ阵列读出

ａ—ＬＣ谐振回路像元（红框内为 ＳＮＳＰＤ；ａ１：ＬＣ谐振回路像元的等效电

路图；ａ２：ＬＣ谐振回路像元的扫描电镜照片；ａ３：ＳＮＳＰＤ的扫描电镜照

片；版权方：２０１７年，参考文献［２２５］的作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ｂ—

１６像元的交流偏置ＳＮＳＰＤ阵列（版权方：２０１７年，参考文献［２２５］的作

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ｃ—１６像元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透过谱（版权方：

２０１７年，参考文献［２２５］的作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ｄ—直流偏置的

频率复用ＳＮＳＰＤ阵列［２３０］（版权方：２０１９ＩＥＥ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德国ＫＩＴ研究组采用对 ＳＮＳＰＤ进行交流偏置的
技术路线［２２５，２４９］，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 ＭＩＴ采
用对ＳＮＳＰＤ进行直流偏置的技术路线［２３０］。如图２８ｄ
所示，１６个像元共用一条偏置电路。对于上述两种技
术路线，交流偏置下时变的偏置电流会降低 ＳＮＳＰＤ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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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效率［２２５，２４９］；直流偏置方案下额外引入的直流偏

置电路增加了加工复杂度，且需要集成片上偏置电阻，

增加了冷头热负载［２３０］。

８．２．５　幅值复用　幅值复用通过引入与ＳＮＳＰＤ像元
并联或串联的片上电阻，区分不同像元的输出电压脉

冲幅值而得到触发像元的数目或位置信息。２００８年，
ＤＩＶＯＣＨＹ等人采用ＳＮＳＰＤ像元串联片上电阻后再并
联的幅值复用读出方式，实现了 ４光子的光子数分
辨［２２４］。２０１２年，ＪＡＨＡＮＭＩＲＩＮＥＪＡＤ 等 人 提 出 了
ＳＮＳＰＤ像元并联片上电阻后再串联的幅值复用读出
方式［２５０］；２０１６年，ＭＡＴＴＩＯＬＩ等人发展出 ２４像元的
ＳＮＳＰＤ阵列［２２９］。２０１９年，ＴＡＯ等人演示了６像元的
幅值复用 ＳＮＳＰＤ阵列，实现了 ６光子的光子数分
辨［２３１］。

２０１９年，ＧＡＧＧＥＲＯ等人演示了幅值复用 ＳＮＳＰＤ
阵列的可扩展性［２３２］。如图２９ａ所示，Ｎ个 ＳＮＳＰＤ像
元并联片上电阻后再串联，每个片上电阻的阻值不同，

阵列输出电压脉冲幅值近似为 Ｖｏｕｒ＝（Ｒｉ‖Ｒｏｕｔ）×ＩＢ，
其中，Ｒｉ‖Ｒｏｕｔ表示Ｒｉ与Ｒｏｕｔ并联的电阻。图２９ｂ展示
了２像元ＳＮＳＰＤ阵列的输出脉冲波形，可以在脉冲幅
值上明显区分两个像元分别触发、同时触发的３种情
况。图２９ｃ和图２９ｄ展示了３种触发情况的统计分
布。参考文献［２３２］中预言该方法能够实现多于１００
像元ＳＮＳＰＤ阵列的读出。

图２９　幅值复用的ＳＮＳＰＤ阵列读出

ａ—１种幅值复用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电路示意图［２３２］（版权方：２０１９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ｂ—２像元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输出

电压脉冲［２３２］（版权方：２０１９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

可）　ｃ—２像元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输出脉冲的余辉图［２３２］（版权方：２０１９

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ｄ—２像元 ＳＮＳＰＤ阵列

输出脉冲幅值的统计直方图［２３２］（版权方：２０１９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

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ｅ—幅值双端差分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等效电路

图［２２８］　ｆ—４像元ＳＮＳＰＤ阵列差分输出脉冲的仿真结果［２２８］（版权方：

２０１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２０１３年，ＺＨＡＯ等人提出了幅值双端差分读出方

式［２２８］。如图２９ｅ所示，相邻 ＳＮＳＰＤ像元之间串接分
流电感 Ｌｐ，当一个 ＳＮＳＰＤ像元被光子触发后，电流向
两端读出电路转移，流向两端的转移电流与两端的电

感成反比。如图２９ｆ所示，通过对两端输出电压作差，
便可区分ＳＮＳＰＤ触发像元的位置。
８．２．６　光学读出　光纤对制冷系统的热负载比电缆
低１００倍～１０００倍；２０２０年，ｄｅＣＥＡ等人实验演示了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光学读出方案［２３４］。如图 ３０所示，
ＳＮＳＰＤ像元吸收光子后产生的电脉冲通过电容耦合
的方式通入片上集成的光调制器，光调制器是一个带

有ＰＮ结的光学微环谐振腔。当电脉冲耦合至调制器
后，微环谐振腔的谐振波长会因折射率的变化而发生

偏移，进而改变微环谐振腔的透射谱。该方案的电学

功耗为４０μＷ，比基于低温放大器的电学读出方案低
１００倍［２３４］，为实现大规模集成、低功耗 ＳＮＳＰＤ阵列提
供了新的技术路线。

图３０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光学读出［２３４］（版权方：２０２０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已获

重印使用许可）

８．２．７　超导单磁通量子逻辑电路读出　采用超导单
磁通量子（ｓｉｎｇｌｅｆｌｕｘｑｕａｎｔｕｍ，ＳＦＱ）逻辑电路读出
ＳＮＳＰＤ阵列是另一种具有可扩展性的读出方案。ＳＦＱ
逻辑电路速度快、功耗低，已经被日本 ＮＩＣＴ、德国 ＫＩＴ
等研究组用于 ＳＮＳＰＤ的阵列化读出［２３５２３８］。第８．２．１
小节～第８．２．６小节中的 ＳＮＳＰＤ阵列均输出模拟信
号，而ＳＦＱ逻辑电路在片上对ＳＮＳＰＤ的输出脉冲数字
化读出。

基于ＳＦＱ逻辑电路实现了６４像元ＳＮＳＰＤ阵列的
读出［２３８］。如图３１ａ所示，２０１８年，ＭＩＹＡＪＩＭＡ等人基
　　

图３１　基于ＳＦＱ逻辑电路的ＳＮＳＰＤ阵列读出［２３８］（版权方：２０１８Ｏｐｔｉ

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ａ—基于ＳＦＱ逻辑电路的编码电路示意图　ｂ—整体编码模块

的光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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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ＳＦＱ逻辑电路设计了６４通道的 ＳＮＳＰＤ位置编码
器，编码器输出单光子触发像元的数字编码，从而可以

得到光子的到达位置信息。该读出电路共使用了大约

２６１０个约瑟夫森结，电路整体电学功耗为２５０μＷ，适
用于０．１ＷＧＭ制冷机。图３１ｂ展示了整体编码模块
的光学显微镜照片。该方法下 ＳＮＳＰＤ阵列的最大计
数率为 １２．５ＭＨｚ，时间分辨率为 ５６．５ｐｓ。２０１９年，
ＭＩＹＡＪＩＭＡ等人将“事件驱动”的编码电路与行列复用
电路结合，预计可以读出３２像元 ×３２像元的 ＳＮＳＰＤ
阵列［２３９］。

８．２．８　超导纳米线逻辑器件读出　２０１４年，美国
ＭＩＴ的ＢＥＲＧＧＲＥＮ研究组在 ｃｒｙｏｔｒｏｎ工作原理［２５１］的

基础上，提出了超导纳米线逻辑器件 ｎＴｒｏｎ［２５２］。如图
３２ａ和图３２ｂ所示，ｎＴｒｏｎ由门控纳米线（ｇａｔｅ）和通道
纳米线（ｃｈａｎｎｅｌ）两端纳米线构成，二者连接的地方被
加工成一段宽度较小的窄通道纳米线（ｃｈｏｋｅ）；图３２ｃ
展示了ｎＴｒｏｎ的工作原理：当门控端没有输入时，ｎＴ
ｒｏｎ为超导态，负载 ＲＬ上没有输出信号（ｏｆｆ）；当门控
端输入一个电流脉冲，窄通道纳米线由超导态向有阻

态转变（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通道纳米线在电阻热的作用下转
变为有阻态，电流 Ｉｂｉａｓ被转移至 ＲＬ上，输出电压脉冲
（ｏｎ）。因为通道纳米线比窄通道纳米线更宽，所以能
　　

图３２　基于ｎＴｒｏｎ的ＳＮＳＰＤ阵列读出（ａ／ｂ／ｃ—ｎＴｒｏｎ的器件结构与工

作原理［２５２］；版权方：２０１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已获重印
使用许可）

ａ—ｎＴｒｏｎ的电路符号　ｂ—ｎＴｒｏｎ的扫描电镜照片　ｃ—ｎＴｒｏｎ的

工作原理　ｄ—基于 ｎＴｒｏｎ放大器和 ｎＴｒｏｎ编码器的 ＳＮＳＰＤ阵

列读出方案［２４０］（版权方：２０２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已获

重印使用许可）

够实现脉冲的放大。相比于 ＳＦＱ逻辑电路中使用的
约瑟夫森结，ｎＴｒｏｎ具有尺寸小、加工工艺简单、输出
阻抗高、对磁场不敏感、功耗小的优势。

上述优势促进了 ｎＴｒｏｎ在 ＳＮＳＰＤ阵列中的应用。
２０２０年，ＺＨＥＮＧ等人实现了基于ｎＴｒｏｎ的４位二进制
编码器，并应用于读出１５像元的ＳＮＳＰＤ阵列［２４０］。图

３２ｄ展示了基于ｎＴｒｏｎ编码器的ＳＮＳＰＤ阵列读出示意
图，对１５个 ＳＮＳＰＤ像元采用单独偏置、读出的方式，
ＳＮＳＰＤ的输出信号经过２级 ｎＴｒｏｎ放大后输入 ｎＴｒｏｎ
编码器，ｎＴｒｏｎ编码器输出４位二进制信号。该编码器
的最大工作速度为２５０ＭＨｚ，电学功耗为３６１ｎＷ［２４０］。
８．２．９　基于电流库与ｙＴｒｏｎ的读出　２０２０年，ＺＯＵ等
人提出了基于电流库结构的超导纳米线多光子探测

器［２５３］（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ｈｏｔ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ＳＮＭＰＤ）和超导纳米线光子数分辨探测器［２４１］（ｓｕｐ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ｐｈｏｔ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ＳＮＰＮＲＤ），用以探测多光子事件。同时，ＺＯＵ等人也
提出了一种基于电流库结构与ｙＴｒｏｎ相集成的读出方
式：每一个光子探测事件从光敏纳米线中转移出的电

流先寄存在电流库中，电流库中电流的变化量对应光

子探测事件的数目；然后采用 ｙＴｒｏｎ将电流库中的电
流非侵入地读出。该读出方法仍需实验实证。

９　制冷系统

ＳＮＳＰＤ需要由制冷系统提供低温工作环境。基
于多晶态材料（如ＮｂＮ，ＮｂＴｉＮ）的ＳＮＳＰＤ，超导转变温
度一般比基于非晶态材料（如 ＷＳｉ，ＭｏＳｉ）的 ＳＮＳＰＤ
高，工作温度在 ２Ｋ附近，多采用 ０．１Ｗ小型闭循环
ＧＭ制冷机制冷。基于小型 ＧＭ制冷机，中国科学院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

学、天津大学等单位都实现了ＳＤＥ高于９０％的ＳＮＳＰＤ
系统［３４，６７，９］。基于非晶态材料（如 ＷＳｉ，ＭｏＳｉ）的
ＳＮＳＰＤ，工作温度一般小于１Ｋ［２，５，８］，通常工作在亚开
尔文温区的制冷机中，如吸附式［８］、稀释式［２５４］、绝热

去磁式［２］，但也有工作在２Ｋ温区的非晶态 ＳＮＳＰＤ的
研究工作［１５６，２５５］。表１中列举了目前文献报道的 ＳＤＥ
超过９０％的ＳＮＳＰＤ系统。
９．１　ＧＭ制冷系统

用于ＳＮＳＰＤ系统的 ＧＭ制冷机一般为二级制冷
结构，可以给ＳＮＳＰＤ提供最低约２Ｋ的工作温度，并能
够长时间、不间断地工作。常用于 ＳＮＳＰＤ系统的商用
ＧＭ制冷机包括日本住友的 ＲＤＫ１０１Ｄ制冷机［２６１］、中

船重工鹏力（南京）超低温技术有限公司的ＫＤＥ４０１ＳＡ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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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系统探测效率超过９０％的ＳＮＳＰＤ系统

制冷机类型 温度／Ｋ 材料 波长／ｎｍ ＳＤＥ／％ 参考文献

绝热去磁式 ０．１２ ＷＳｉ １５５０ ９３ ２０１３年，ＭＡＲＳＩＬＩ等人［２］

ＧＭ式 ２．１ ＮｂＮ １５５０ ９０．２ ２０１７年，ＺＨＡＮＧ等人［３］

ＧＭ式 ２．５ ＮｂＴｉＮ １３１０ ＞９２ ２０１７年，ＥＳＭＡＥＩＬＺＡＤＥＨ等人［４］

ＧＭ式 ２．１ ＮｂＴｉＮ １５５０ ９０．１ ２０１８年，ＬＩ等人［２５６］

ＧＭ式 ２．３ ＮｂＮ １３１０ ９４ ２０１８年，ＳＭＩＲＮＯＶ等人［２５７］

ＰＴ式 ２．３ ＮｂＴｉＮ ９４０ ９０．０ ２０１８年，ＥＲＯＴＯＫＲＩＴＯＵ等人［２５８］

吸附式 ０．７ ＭｏＳｉ １５５０ ９６ ２０１９年，ＲＥＤＤＹ等人［５］

ＧＭ式 ２．２ ＮｂＮ １５５０ ９２ ２０１９年，ＺＨＡＮＧ等人［１６６］

ＧＭ式 ２．０５ ＮｂＴｉＮ １５９０ ９１ ２０２０年，ＭＥＮＧ等人［７］

吸附式 ０．８ ＮｂＮ １５９０ ９８ ２０２０年，ＨＵ等人［６］

吸附式 ０．７２～０．７８ ＭｏＳｉ １５５０ ９８ ２０２０年，ＲＥＤＤＹ等人［８］

ＧＭ式 ２．５～２．８ ＮｂＴｉＮ １２９０～１５００ ９４～９９．５ ２０２１年，ＣＨＡＮＧ等人［９］

吸附式 ０．８４ ＮｂＮ １５５０ ９２．２ ２０２１年，ＸＵ等人［５７］

ＰＴ＋ＪＴ式 ２．４ ＮｂＮ １５５０ ９３ ２０２１年，ＨＵ等人［２５９］

ＧＭ式 ２．２ ＮｂＮ １５５０ ９３．７ ２０２１年，ＧＥＮＧ等人［２６０］

制冷机［２６２］。

９．２　２Ｋ温区的其他制冷系统
ＧＭ制冷机在工作时有机械振动，在一些应用场

合对光耦合不利。２０１４年，ＷＡＮＧ等人为了减小机械
振动，也为了获得更低的工作温度，通过在两级脉管

（ｐｕｌｓｅｔｕｂｅ，ＰＴ）制冷机的４Ｋ冷头上集成焦耳汤姆逊
（ＪｏｕｌｅＴｈｏｍｓｏｎ，ＪＴ）阀，配合真空泵形成闭循环 ＪＴ制
冷回路，实现了几乎无振动、最低工作温度为 １．６２Ｋ
的闭循环制冷系统［２６３］。

在深空激光通信、激光雷达等应用场景中，需要对

ＳＮＳＰＤ系统的 ＳＷａＰ进行综合优化。对于 ＧＭ制冷
机，额定功率为千瓦量级，而为４Ｋ温区所提供的制冷
功率仅为０．１Ｗ，制冷效率较低，体积和重量较大。中
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与中科院理化

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英国格

拉斯哥大学与荷兰 ＳｉｎｇｌｅＱｕａｎｔｕｍ、美国 ＮＩＳＴ等单位
提出了多级脉管制冷机或斯特灵（Ｓｔｉｒｌｉｎｇ）制冷机与
　　

焦耳汤姆逊制冷机混合制冷的方案［１０９１１２，２５９，２６４］，用来

综合优化制冷系统 ＳＷａＰ。表２中总结了目前文献报
道的基于小型化制冷机的ＳＮＳＰＤ系统性能，并与基于
ＧＭ制冷机的ＳＮＳＰＤ系统进行对比。

图３３展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合作提出的 ＰＴ
制冷机与 ＪＴ制冷机混合制冷的 ＳＮＳＰＤ系统［１１１，２５９］。

如图３３ａ所示，ＰＴ制冷机为二级制冷，一级、二级冷头
分别为ＪＴ制冷机提供６５Ｋ、１５Ｋ的预制冷；ＪＴ循环中
的高压气体先后经过热交换器１（Ｈｅｘ１）、ＰＴ制冷机一
级冷头、热交换器２（Ｈｅｘ２）、ＪＴ制冷机二级冷头、热交
换器３（Ｈｅｘ３）后被预冷至低于４Ｈｅ气体的反转温度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由于焦耳汤姆逊效应，４Ｈｅ气
体经过ＪＴ阀后在蒸发器（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ｏｒ）中液化并吸收热
量，对 ＳＮＳＰＤ模块制冷，经过约４０ｈ的降温过程后蒸
发器达到２．８Ｋ的最低温度。图３３ｂ展示了该混合制
冷系统的照片，系统重量为５５ｋｇ，功耗为３１９．８Ｗ。在
　　表２　小型制冷机的性能对比

制冷机类型 尺寸 重量／ｋｇ 功耗／Ｗ 基础温度／Ｋ ＳＤＥ／％ 参考文献

ＧＭ ４４２ｍｍ×１３０ｍｍ×２２６ｍｍａ，
６１０ｍｍ×３８３ｍｍ×４５０ｍｍｂ

７．２ａ

７５ｂ
１２００～１５００ ２．１ ９５ ２０２０年，ＨＵ等人［６］

ＰＴ＋ＪＴ 直径２３ｃｍ／高３２ｃｍ ４４ ３２１．３ ２．４ ９３ ２０２１年，ＨＵ等人［２５９］

ＳＰＴｃ＋ＪＴ ４００ｍｍ×４６０ｍｍ×６８０ｍｍ ３０ ４６６ １．６ｄ — ２０２１年，ＺＨＡＮＧ等人［２６４］

ＳＰＴｃ＋ＪＴ — — ３９０ ５．６８ｅ — ２０１９年，ＤＡＮＧ等人［１１２］

ＰＴ＋ＪＴ 直径３０ｃｍ／高５０ｃｍ ５５ ３１９．８ ２．８ ５０ ２０１８年，ＹＯＵ等人［１１１］

ＰＴ＋ＪＴ — — ＜２５０ ２．２ｄ — ２０１７年，ＫＯＴＳＵＢＯ等人［１１０］

ｓｔｉｒｌｉｎｇ＋ＪＴ — ５６ １３０Ｗ ４．２ ２０ ２０１７年，ＧＥＭＭＥＬＬ等人［１０９］

注：ａ—制冷机［２６１］；ｂ—压缩机［２６１］；ｃ—ＳＰＴ：ｓｔｉｒｌｉｎｇｐｕｌｓｅｔｕｂｅ；ｄ—模拟负载（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ｏａｄ）；ｅ—无负载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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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　脉管制冷机与焦耳汤姆逊制冷机混合的ＳＮＳＰＤ制冷系统

ａ—混合制冷系统的结构示意图［１１１］（版权方：２０１８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

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ｂ—混合制冷系统的照片［１１１］（版权方：

２０１８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ｃ—小型化设计后

的混合制冷系统［２５９］（其中左侧为图３３ｂ的制冷系统，右侧为小型化设

计后的制冷系统；版权方：２０２１ＩＯＰ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２．８Ｋ的工作温度下，ＳＮＳＰＤ的系统探测效率为５０％，
时域抖动为４８ｐｓ。在此基础上，ＨＵ等人在２０２１年对
图３３ｂ所示系统进行了小型化设计，实现如图３３ｃ所
示更加紧凑的 ＳＮＳＰＤ系统，并利用该小型化 ＳＮＳＰＤ
系统实现了２．４Ｋ的工作温度与９３％的 ＳＤＥ［２５９］。未
来，ＳＮＳＰＤ系统的轻小型化将拓展 ＳＮＳＰＤ的应用空
间，比如，星载 ＳＮＳＰＤ系统的实现将会大幅提升深空
激光通信中数据的上行速率［１５，２６５］。

９．３　亚卡尔文温区的制冷系统
相比ＧＭ制冷机，亚开尔文温区的制冷机价格高、

体积和重量大、便携性差，但可以达到更低的工作温

度。亚卡尔文温区的制冷系统大致有３类：吸附式［８］、

稀释式［２５４］、绝热去磁式［２］。研究者利用亚卡尔文温

区的制冷机来研究 ＳＮＳＰＤ的器件物理［６８，７０］和性能极

限［２，８，２５４］。

１０　应　用

自２００１年问世［１］，ＳＮＳＰＤ被广泛应用于量子与
经典的弱光探测，也被用于探测除了光子之外的其他

粒子，在如图３４所示的量子光学与经典光学应用领域
不断 出 现 各 种 引 人 入 胜 的 实 验 与 应 用 演

示［２２２３，２７，３１，３４３６］。ＳＮＳＰＤ器件与系统性能的提升不断
扩大它们的应用空间；同时，各种应用也为器件和系统

的研究提出了需求，指引了方向，促进了 ＳＮＳＰＤ研究
领域的发展。

１０．１　量子光学应用
单光子探测器是实验量子光学和量子光学应用中

　　

图３４　ＳＮＳＰＤ在量子光学与经典光学中的应用

ａ—ＳＮＳＰＤ在纠缠光子对表征中的应用演示［５２］（ａ１：实验装置示意图；

ａ２：实验结果；ＰＭＦ：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ｆｉｂｅｒ；ＳＭＦ：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ｆｉｂｅｒ；

ＲＢ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ａｇｇｇｒａｔｉｎｇ；ＬＰＦ：ｌｏｎｇ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ＰＢＳ：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ｂｅａｍ

ｓｐｌｉｔｔｅｒ；ＮＰＢＳ：ｎ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ｂｅａｍｓｐｌｉｔｔｅｒ；ＰＣ：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ＨＷＰ：

ｈａｌｆｗａｖｅｐｌａｔｅ；ＱＷＰ：ｑｕａｒｔｅｒｗａｖｅｐｌａｔｅ；ＦＰＢＣ：ｆｉｂｅｒ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ｂｅａｍｃｏｍ

ｂｉｎｅｒ；ＴＡＣ：ｔｉｍｅｔｏ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版权方：２０１０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

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ｂ—ＳＮＳＰＤ在量子密钥分发中的应用演

示［２６６］（ＢＳ：ｂｅａｍｓｐｌｉｔｔｅｒ；ＩＭ：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ＰＭ：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

ＥＰ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ｄｒｉｖｅｎ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ＶＯＡ：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ｔｔｅｎｕａ

ｔｏｒ；ＰＷ：ｐｏｗｅｒｍｅｔｅｒ；ＦＳ：ｆｉｂｒｅ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ｒ；ＤＷＤＭ：ｄｅｎｓｅ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ｒ／ｄ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ｒ；ＥＤＦＡ：ｅｒｂｉｕｍｄｏｐｅｄｆｉｂｒｅ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ＣＷ：ｃｏｎｔｉｎ

ｕｏｕｓｗａｖｅ；版权方：２０２１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ｃ—“九

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的实验装置示意图［１６］（ＤＭ：ｄｉｃｈｒｏｍｉｃｍｉｒｒｏｒ；ＰＢＳ：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ａｍｓｐｌｉｔｔｅｒ；版权方：２０２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

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ｄ—ＳＮＳＰＤ在激光雷达成像

中的应用演示［１１］（版权方：２０２０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ｅ—ＳＮＳＰＤ在深空激光通信中的应用演示［１５］（版权方：２０１５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已

获重印使用许可）　ｆ—ＳＮＳＰＤ在荧光成像中的应用演示［４５］（版权方：

２０２０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ｇ—ＳＮＳＰＤ在神经

形态计算中的应用演示示意图［２６７］（ＳＣ：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ＬＥＤ：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

ｔｉｎｇｄｉｏｄｅ；Ｒｘ：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Ｔｘ：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ＷＧ：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版权方：２０１７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已获重印使用许可）

不可或缺的核心器件。作为综合性能优异的单光子探

测器，ＳＮＳＰＤ走进了越来越多的量子光学实验室，也
被用在越来越多的量子光学相关应用。ＳＮＳＰＤ经常
被用于纠缠光子对表征（见图３４ａ）［５２］、ＨＢＴ（Ｈａｎｂｕｒｙ
ＢｒｏｗｎＴｗｉｓｓ）干涉测量［１８９，２６８］和时间关联光子计数

（ｔｉｍ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ＣＳＰＣ）［１８９，２６８］，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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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在 量 子 密 钥 分 发 （ｑｕａｎｔｕｍｋｅ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ＱＫＤ）［３９４０］和基于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１６］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参考文献［３４］中综述了 ＳＮＳＰＤ在量子信
息领域中的研究进展。

１０．１．１　量子密钥分发　２００６年，ＨＡＤＦＩＥＬＤ等人将
ＳＮＰＳＤ引入量子密钥分发实验［１４］。受限于当时

ＳＮＳＰＤ系统的工作性能（ＳＤＥ：０．９％，ＤＣＲ：１００ｃｏｕｎｔｓ／
ｓ），采用ＳＮＳＰＤ时ＱＫＤ系统的误码率［１４］仍高于采用

ＳＰＡＤ的ＱＫＤ系统［２６９］。２００７年，ＴＡＫＥＳＵＥ等人利用
ＳＮＳＰＤ实现了２００ｋｍ通信距离、１２．１ｂｉｔ／ｓ安全密钥码
率的ＱＫＤ系统，通信距离超过了基于 ＳＰＡＤ的 ＱＫＤ
系统［２７０］。之后基于 ＳＮＳＰＤ的 ＱＫＤ不断刷新通信距
离和安全密钥码率的记录。２０２１年，基于 ＳＮＳＰＤ的
ＱＫＤ实现了超过６００ｋｍ的通信距离（见图３４ｂ）［２６６］。
参考文献［３４］中详细列举了基于 ＳＮＳＰＤ的 ＱＫＤ实
验。

１０．１．２　量子计算　基于光子的量子计算对单光子探
测器提出高ＳＤＥ、低暗计数率、高计数率的要求。２０１７
年，ＨＥ等人利用２个ＳＮＳＰＤ演示了４光子玻色采样，
玻色采样速率是以前基于参量下转换实验的 １００多
倍［２７１］。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ＷＡＮＧ等人报道了系列玻
色采样实验演示，实现７个光子［２７２］、２０个光子［２７３］玻

色采样。２０２０年，ＺＨＯＮＧ等人利用１００个高 ＳＤＥ（平
均ＳＤＥ为 ８１％）的 ＳＮＳＰＤ实现了 ７６光子玻色采样
（见图 ３４ｃ），模拟 ７６个光子的高斯玻色采样只需
２００ｓ；作为对比，目前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日本富
岳超级计算机）要用６亿年，展示出光量子计算在求
解特定问题方面的优越性［１６］。

在离子阱（ｉｏｎｔｒａｐ）量子计算中，离子阱量子态的
读取一般可以通过单光子探测器探测离子的荧光来实

现［２７４］。常用离子的荧光谱线在紫外或极紫外波段，

如 Ｈｇ＋（１９４ｎｍ）、Ｃｄ＋（２２７ｎｍ）、Ｍｇ＋（２８０ｎｍ）、Ｂｅ＋

（３１３ｎｍ）、Ｙｂ＋（３６９ｎｍ）、Ｃａ＋（３９７ｎｍ）、Ｓｒ＋（４２２ｎｍ），
而工作于该波段的光电倍增管（ｐｈｏｔｏ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ｔｕｂｅ，
ＰＭＴ）和电荷耦合器件（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ｄｅｖｉｃｅ，ＣＣＤ）的
探测效率较低，限制了量子态的读出保真度。２０１９
年，ＣＲＡＩＮ等人将光纤耦合的ＳＮＳＰＤ应用于离子阱的
量子态读取实验，实现了 １１μｓ的平均读取时间和
０９９９３１（６）的保真度［２７５］。２０２１年，ＴＯＤＡＲＯ等人将
ＳＮＳＰＤ与离子阱芯片集成，实现了４６μｓ的平均读取
时间和０．９９９１（１）的保真度［２７６］。

波导集成的 ＳＮＳＰＤ被用于片上单量子比特的量
子光学实验［１８９，２７７］、双量子比特的干涉实验［２７８］；单片

集成ＳＮＳＰＤ与量子光源的实验已有报道［１８９］。

１０．２　经典光学应用
１０．２．１　激光雷达　在基于飞行时间和单光子探测器
的激光雷达系统中，探测器的ＳＤＥ、ＤＣＲ、最高计数率、
时域抖动等性能直接影响测距量程、扫描速度、深度分

辨率。探测器的 ＳＤＥ越高、ＤＣＲ越小，激光雷达的测
距量程越远；探测器的计数率越高，激光雷达的扫描速

度越快；探测器的时域抖动越小，激光雷达的深度分辨

率越高。ＳＮＳＰＤ兼具高探测效率、低暗计数率、高计
数率、低时域抖动，因此是远距离、高精度激光雷达系

统中探测器的理想选择。

２００７年，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等人将 ＳＮＳＰＤ应用于
１５５０ｎｍ波段的激光雷达中，采用了时域抖动为７０ｐｓ
的ＳＮＳＰＤ，在３３０ｍ的工作距离下实现了亚厘米量级
的深度分辨率［２７９］。之后，基于 ＳＮＳＰＤ的激光雷达的
测距量程提升到千米量级［４６］和百千米量级［２０］；也实

现亚毫米量级的深度分辨率（见图３４ｄ）［１１，２１，４３］；能够
探测软目标，实现１８０ｋｍ直径范围内的海雾测量［１７］，

并利用ＳＮＳＰＤ阵列的伪光子数分辨能力区分硬目标
和软目标［２０］；工作波长也拓展至２．３μｍ中红外波段，
降低太阳光背景噪声和大气吸收对激光雷达性能的影

响［１９］；与地面空间观测站的光学望远镜集成，进行卫

星测距［１８，２８０］、空间碎片探测［２８１］。

激光雷达中回波光子的偏振态可能具有随机性和

时变性，回形纳米线 ＳＮＳＰＤ的 ＳＤＥ偏振相关；在激光
雷达系统中，难以将回波光子的偏振态旋转而获得

ＳＮＳＰＤ偏振最大ＳＤＥ，激光雷达的测距量程就会受到
影响。２０２１年，ＨＵ等人将高探测效率、偏振不敏感、
低时域抖动的分形ＳＮＳＰＤ应用于激光雷达实验，获得
毫米深度分辨率的初步实验结果［４７］。

光时域反射计（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ｔｒｙ，
ＯＴＤＲ）类似地测量激光脉冲在光纤中的传输时间，定
位光纤中的缺陷。基于 ＳＮＳＰＤ的 ＯＴＤＲ在光纤中实
现了上百公里的工作距离［２８２２８４］。

１０．２．２　深空激光通信　深空激光通信往往采用单光
子探测器作为接收机，单光子探测器的工作性能是影

响信道通信码率的主要因素。２０１３年，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林肯实验室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研制的四象

限ＳＮＳＰＤ（见图３４ｅ）应用于ＮＡＳＡ月地激光通信演示
（ｌｕｎａｒ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ＬＬＣＤ）项目，
基于脉冲位置调制（ｐｕ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ＰＭ）编
码，实现了绕月卫星与地面之间６２２Ｍｂｉｔ／ｓ的下行通
信码率［１５，２２２］。相比之下，受限于星载单光子探测器的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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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上行通信码率为 ２０Ｍｂｉｔ／ｓ。未来轻小型化的
ＳＮＳＰＤ系统［１０９１１２，２５９，２６４］有望实现星载，基于 ＳＮＳＰＤ的
深空激光通信将迈向新阶段。

１０．２．３　荧光探测　ＳＮＳＰＤ也用于荧光探测和荧光
寿命测量。通过探测单态氧（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ｘｙｇｅｎ）的荧光可
以进行剂量监测；而辐射波长在１２７０ｎｍ，辐射概率低
（约１０－８），在生物组织中荧光寿命短（远小于１μｓ），
使得直接探测单态氧的荧光非常困难［５１］。２０１３年，
ＧＥＭＭＥＬＬ等人将 ＳＮＳＰＤ应用于单态氧的荧光探测
中，在具有相邻荧光谱线的荧光剂中分辨出单态氧的

荧光强度衰减，ＳＤＥ是基于ＰＭＴ的单态氧荧光剂量法
的２０倍［５１］。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等人将ＳＮＰＳＤ用于可见光
波段的荧光关联测量，并与硅雪崩二极管单光子探测

器（ＡＰＤ）比较，ＳＮＳＰＤ无后脉冲的特性使得实验能够
观测到荧光剂的三重态弛豫过程，但硅ＡＰＤ无法观测
到三重态弛豫过程［２８５］。２０２０年，ＬＩＡＯ等人将 ＳＮＳＰＤ
用于近红外二区（ＮＩＲⅡ，１０００ｎｍ～１７００ｎｍ）的荧光
成像，以荧光强度作为成像对比度，在活体、非开颅的

条件下，对小鼠大脑的血管进行３维成像，成像视场为
７．５ｍｍ×７５ｍｍ，成像分辨率达到 ６．３μｍ（见图
３４ｆ）［４５］。此外，ＳＮＳＰＤ也常用于量子点的荧光探
测［２８６２８７］。

１０．２．４　神经形态计算　神经形态计算可以模拟大脑
的运行进行信息处理，并有可能解决冯·诺伊曼架构

下计算机处理信息时存在高能耗的问题。基于超导纳

米线的器件工作能耗低，已经被用于超导神经形态计

算平台［５３５４，２８８］、超导半导体混合的神经形态计算平
台［２６７，２８９］。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ＴＯＯＭＥＹ等人提出并实
验演示了超导纳米线构建的脉冲神经网络（ｓｐｉｋｉｎｇ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ＮＮ），单 个 脉 冲 的 能 量 约 为
１０ａＪ［５３５４，２８８］。２０１７年，ＳＨＡＩＮＬＩＮＥ等人将 ＳＮＳＰＤ与
片上半导体光源结合作为脉冲神经元，用光信号代替

神经形态计算中的电信号，解决了电信号的扇出和布

线寄生问题（见图 ３４ｇ）［２６７］。２０１９年，ＭｃＣＡＵＧＨＡＮ
等人将基于超导纳米线的开关器件作为 ＳＮＳＰＤ与半
导体光源的接口，将１ｍＶ量级的 ＳＮＳＰＤ输出电压放
大为１０００ｍＶ量级，从而驱动神经形态计算平台中的
半导体光源［２８９］。

１０．３　探测其他粒子
ＳＮＳＰＤ不仅能够探测不同能量的光子，也能够探

测其他粒子。２０１０年，ＲＯＳＴＩＣＨＥＲ等人将６ｎｍ厚的
ＳＮＳＰＤ用于探测５ｋｅＶ～３０ｋｅＶ的单个电子，当电子能
量为 １５ｋｅＶ～２０ｋｅＶ时，ＳＮＳＰＤ的探测效率接近

１００％［２９０］。２０１２年，ＳＣＬＡＦＡＮＩ等人将 ＳＮＳＰＤ用于
Ｈｅ＋探测，ＳＮＳＰＤ对于能量在０．２ｋｅＶ～１ｋｅＶ的 Ｈｅ＋

具有接近１００％的探测效率［２９１］。ＨＯＣＨＢＥＲＧ等人提
出一种用 ＳＮＳＰＤ探测亚 ＧｅＶ能量的暗物质，ＳＮＳＰＤ
系统的暗计数率小于 １０－４ｃｏｕｎｔｓ／ｓ［５８］。ＰＯＬＡＫＯＶＩＣ
等人更加详细地综述了 ＳＮＳＰＤ在粒子探测方面的应
用［３５］。

１１　结束语

作者回顾了ＳＮＳＰＤ２０年的发展历程。ＳＮＳＰＤ不
仅是相当成功和有用的技术，而且蕴含了深刻和有趣

的物理。未来，ＳＮＳＰＤ领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哪些
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１）器件物理。在过去２０年里，随着理论工作和
实验工作的不断深入，ＳＮＳＰＤ的器件物理逐渐清晰，
对研发ＳＮＳＰＤ器件与系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
是，从前面的介绍可知看到，在初始有阻区的形成方面

仍有较大争议，现有的理论模型难以解释所有实验事

实。需要一个理论模型，能够较为完备地、定量地解释

ＳＮＳＰＤ探测效率和时域性能两方面的属性。尤其是
超导微米线单光子探测器的兴起，更加丰富了器件物

理，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作者认为，器件物理发

展得较为完备的标志也许是可以数值模拟和仿真

ＳＮＳＰＤ各方面的性能，并与实验结果相符合，模拟和
仿真结果具有预言性。显然，这一点目前还做不到。

（２）综合性能。在过去２０年里，研究者已经认识
到ＳＮＳＰＤ的ＳＤＥ与时域性能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
相互制约关系［３３］，也开展了同时优化 ＳＤＥ和响应恢
复时间、同时优化 ＳＤＥ和时域抖动的研究工作，取得
了一些的研究进展［４，７，１１４］。然而，仍有一些应用需要

近乎完美的单光子探测器：ＳＤＥ接近１００％、几乎没有
暗计数、快速而低抖动的响应。进一步优化 ＳＮＳＰＤ的
综合性能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是，能否合理定义一个包括了 ＳＤＥ、暗计数率、时域性
能在内的综合性能指标（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ｍｅｒｉｔｓ），在大多数应
用中能够评价不同ＳＮＳＰＤ的优劣；过去曾经有过这方
面的尝试［２２，１８４］，但是可能需要更加缜密地进行重新定

义。综合性能方面的研究还包括了获取光子所在模式

的信息，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展开，包括光子数分

辨［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９，２３１，２４１，２４４，２５０］、偏振态分辨［４２］、空间模式的测

量与成像［４１，４８］，但仍需要更多更加深入的研究，而这

些研究与器件物理、阵列化等方面相互交叠、密不可

分。

７２



　 激　　光　　技　　术 ２０２２年１月

（３）长波长。在过去，研究者已经开始研究工作
在中红外波段的 ＳＮＳＰＤ［５９，６６，２５４，２９２］；近期，通过对超导
薄膜和器件结构的优化，ＳＮＳＰＤ的宽谱响应范围已被
拓展至９．９μｍ［５９］。中红外波段性能优异的单光子探
测器显然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但目前性能与近红外相

比还相差甚远。中红外 ＳＮＳＰＤ研究的难度不仅来自
于器件本身的物理、材料，还来自于在中红外波段周边

的光学元器件、仪器没有像近红外波段发展得那么完

备，这给开展中红外ＳＮＳＰＤ的实验研究带来了额外的
难度和挑战。

（４）新材料。对新材料的研究与探索指向了两个
方面：第一，试图提高 ＳＮＳＰＤ的工作温度；第二，试图
优化ＳＮＳＰＤ某些方面的性能。相比于常用的 ＮｂＮ，
ＮｂＴｉＮ，ＷＳｉ，ＭｏＳｉ等超导材料，ＭｇＢ２具有较高的超导
临界温度，ＣＨＡＲＡＥＶ等人加工了ＭｇＢ２超导微米线探

测器，在２０Ｋ展现出通信波段的单光子敏感性［１５４］，经

过优化，未来可能成为性能优良同时又工作在较高温

区的单光子探测器。近期，实验实现了临界温度为

８９Ｋ的ＹＢＣＯ高温超导微米线器件，并且该器件能在
８５Ｋ以上的工作温度下观测到光响应［１３５］。对中红外

高性能ＳＮＳＰＤ的研究可能也需要在超导薄膜材料方
面做相应的研究和优化。

（５）阵列化。在过去，研究人员利用复用读出的
方法实现了包含１０２４个像元的 ＳＮＳＰＤ阵列，演示了
较大规模阵列化的可行性［４８］。但随着像元数目进一

步增加，ＳＮＳＰＤ的阵列化面临如下挑战：第一，薄膜均
匀性与像元产率；第二，复用方法简化读出电路；第三，

制冷系统的冷量和热负载管理。在复用与读出方面，

超导电路极具潜力［２３９２４０］。

（６）小型化。随着 ＳＮＳＰＤ的器件性能不断提升，
系统的ＳＷａＰ成为很多应用关注的焦点。在空间相关
的应用中，ＳＮＳＰＤ系统的 ＳＷａＰ是决定可行性的核心
参数；而在一些应用中，ＳＷａＰ以及系统的成本与价格
都是实用化的重要考量。致力于制冷机小型化的研究

已经展开［１０９１１２，２５９，２６４］；而制冷系统微型化的研究也许

同样值得关注［２９３］———但在液氦温区的微型制冷系统

仍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开放的问题。

应用方面，ＳＮＳＰＤ与非经典光源、其他光电器件
在片上集成而形成量子光学功能芯片是正在迅速发展

的方向。而随着器件和系统性能的进一步提高，

ＳＮＳＰＤ必将走进更多的应用场合，必将促成更多新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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