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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大多数读者的印象里，2011

协同创新计划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作

品。她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

211工程和985工程等类似，是国家发展

创新型社会与培育创新型人才大格局的又

一个环节。事实上，大多数读者或大多数

中心成员既未做到旁观者清，也不该是当

局者迷。因此，如何为2011计划注入崭新

的内涵、承受艰巨的使命、作出实在的贡

献，就成为我们每一位的责任与义务。我

们发布《人工微结构协同创新中心通讯》

(CICAM Bulletin)，即为肩负让旁观者

清、让当局者行的一个窗口。

在每一期，我们将试图展示协同中

心在图画愿景、构造内涵、夯实地基、吐

纳文化方面的摸索，将致力重现每一位成

员在成就自身、成就中心之路上的春华秋

实。毫无疑问，协同中心更期待每一位读

者指点迷津、建言虚实。CICAM既承接江

南沃土延绵千载之地气，也聚合华夏之水

洗涤千里的精华。历经三年五载，协同创

新中心将会成为新常态下国家科学技术创

新事业的独特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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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人工微结构科学

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正式

扬帆起航的年份。盘点2014，是为

了我们找准出发的起点，期望攀登

上更高更新的山峰的开始！ 

右表包含了2014年中心成员单

位所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情况。考虑

时间滞后因素，并未排除未署名中

心的文章。新的年份，新的征程，

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为了中心的

繁荣，2015，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数字化微结构
2014年中心成员单位高水平论文盘点

单位
高水平期刊数量（Science、 Nature、 

Nature 子刊、PRL、JACS） 文章属性

南京大学                 24 \ 20   第一单位 \ 合作发表

复旦大学                 12 \ 5   第一单位 \ 合作发表

浙江大学                   4 \ 2   第一单位 \ 合作发表

上交大                   3 \ 0   第一单位 \ 合作发表

中科大                   0 \ 4   第一单位 \ 合作发表

强磁场                   0 \ 1   第一单位 \ 合作发表

中心成员2014年发表高水平文章初步统计列表

2015年1月16日下午，中心

理事会所有成员单位齐

聚南京大学唐仲英楼B 3 0 5会议

室，召开了中心理事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

南京大学校长、中心理事会

理事长陈骏院士主持会议。中心

主任邢定钰院士致欢迎辞，感

谢各协同单位领导和专家莅临会

议，并感谢各单位在2011申请中

所做的努力。

理事会审议了成员增补工

作。经理事会投票，增补上海交

通大学为理事会成员。陈骏理事

长为理事会全体成员发放了正式

聘书。经过热烈讨论，理事会完

成对章程修订稿的正式审议与修

订。中心管委会主任施毅教授还

向理事会汇报了中心建设情况和

中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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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8日下午，中心

管理委员会所有成员及其

代表齐聚合肥科学岛上的中科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召开了中

心管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中心主任邢定钰院士主持会

议，匡光力院长代表会议承办单

位致欢迎词，中心管委会主任施

毅教授代表管委会报告工作。

经会议研究讨论，主要确定

了应尽快推进和落实关于微结构

协同创新中心宣传工作、学术交

流、研究生培养、高水平人才队伍

建设、绩效激励原则等方面的重点

工作。会议还主要确定了近期需要

完成的主要目标和时间表。

中心管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报

发展规划。理事会主要围绕中心

专项经费使用方案原则进行讨

论，确定了坚持统筹规划、动态

调整、专款专用、绩效考评的原

则。关于中心成员的学术成果署

名问题，各理事单位经过充分探

讨和交换意见，达成了谅解和基

本原则，即：公平公正、对等协

商。

中心程建春、贾金锋教授
入选“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4年12月12日，中国科协

发布关于表彰第六届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决定，中心程建

春教授与贾金锋教授获得“第六届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程建春，南京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物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声

学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声学科

研和教育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绩：

曾担任本科生“近代物理”、“数学

物理方法”、“理论物理导论”和研

究生“理论声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培养研究生30余人；2001年获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首批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08年获得中国声学学会首届马大

猷奖，2011年获得中国物理学会饶

毓泰奖，其研究团队2006年获解放

军总装备部“装备预先研究先进集

体”称号；主持国防973和973课题

和国家自然基金等10多项，发表学

术论文150余篇，出版独立撰写专

著3部，参加撰写国际专著3部。此

外，程建春教授还担任《现代声学

科学与技术丛书》的执行主编。丛

书自2008年以来已出版17本，涵盖

整个声学领域，为我国声学科研和

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近年来，

程建春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也在声

能流控制和声学超构材料等领域获

得一系列原创性科研成果，在国内

外声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贾金锋，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

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低

维物理表界面工程实验室学术带头

人，曾获2013年全球华人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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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7日下午，南京大

学973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

项目联合启动会在唐仲英楼B305

会议室召开。清华大学陈皓明教

授、中科院吕慧宾研究员、浙江大

学杨德仁教授、北京大学周治平教

授、中科院刘明研究员、中科院郑

婉华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苏翼凯

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祝世宁院士、固

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陈延

峰主任参加了会议。

本次启动会共有两个项目，分

别是以刘晓平教授为首席科学家

的《硅基微结构材料的中红外非

线性光学效应及中红外探测的研

究》和以朱嘉教授为首席科学家

的《二维原子晶体材料热传导的

机理及调控》。刘晓平教授的项

目主要围绕国家在中红外探测的

重大战略需求，针对硅基微结构

材料的非线性效应以及其在非线

性上转换探测中的应用，深入、

系统地研究在原子尺度和微纳尺

度两个方面的调控对硅基材料的

色散以及光学非线性响应的影

响。朱嘉教授的项目致力于开展

对二维原子晶体材料热传导的理

解和调控研究，建立和发展新型

二维原子晶体界面结构精确控制

方法，实现二维材料组分、尺度、

形貌及界面的可控制备，开展二维

原子晶体材料的新型热能转换与热

学调控器件的应用探索，实现器件

性能优化和新功能扩展。

南京大学973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联合启动会召开

“亚洲成就奖”2011年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第一获奖人）、2011年

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技

成就集体奖”、2005年中国科学院

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2004年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三获奖人）、

2003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01-2002中国科学院“重大创新贡

献团队”奖、1997年国家教育委员

会科技进步一等奖等重要奖项。他

是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0）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3），国家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

授（2009）获得者。在SCI收录的

杂志上发表文章 200 多篇，其中 

Science 4 篇、 Nature Phys. 2 篇、

Phys. Rev. Lett. 15 篇、APL / PRB 

40 多篇、综述文章 3 篇。文章被

引 3400 多次。在重要的国际会议

上做邀请报告30 余次, 主持多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研重点

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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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刘晓平教授、石磊研究

员和张伟华教授，朱嘉教授、金钟

教授和余倩研究员分别就两个项目

进行了汇报。与会专家分别对两个

项目进行了提问和点评。

清华大学陈皓明教授做了总结

性评价。他简要回顾了南京大学对

中国科技界的贡献，高度评价了两

个项目的研究结构和组织方式，充

分肯定了青年科学家的开拓精神与

科研能力，并鼓励与会青年专家不

要盲从国外的科技成果，要加强交

流合作、潜心研究、不断创新、勇

攀高峰。

“张量网络态:算法与应用”国际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4年12月1-5日，由中国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凝

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筹)/凝聚态

理论与计算重点实验室、上海交

通大学物理与天文系、人工微结构

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

办的“张量网络态:算法与应用”国

际研讨会（Tensor Network States: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在物

理所成功召开。 

张量重正化群是近年来发展起

来用于解决量子多体问题的一种精

确高效的方法，是继Wilson数值重

正化群、密度矩阵重正化群、数值

重正化群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多体

量子计算方法，已开始用于探索和

解决一些强关联量子物理和统计物

理中用其它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大会安排了19个学术进展报告，3

个针对初学者的讲座报告和4个程

序库的使用讲座，就张量重正化群

的基础理论以及计算方法的程序化

及软件化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讨

论。会议对促进这个领域在国内的

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大会由物理所向涛院士、上

海交通大学王孝群教授、加拿大

Perimeter Institute的 Guifre Vidal教

授、国立台湾大学高英哲教授、日

本神户大学Tomotoshi Nishino教授

共同组织。大会邀请了来自美国、

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及

国内等知名学者30余名，分别来自

凝聚态、量子信息、原子分子、量

子化学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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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出版公司爱思唯尔

（Elsevier）近日发布2014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中心

成员单位南京大学的邹志刚（材

料科学）、吴兴龙（物理学和天

文学）、刘俊明（物理学和天文

学）、王广厚（物理学和天文

学）、闻海虎（物理学和天文学）

杨绍光（物理学和天文学）、钟伟

（物理学和天文学），中心成员

单位复旦大学的张远波（物理学

和天文学）、资剑（物理学和天

文学）、向红军（物理学和天文

学），中心成员单位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的陈仙辉（物理学和天文学）

等，共11位教授榜上有名。 

该榜单研究数据采集自爱思

唯尔旗下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

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Scopus数据

库），基于对与科研活动有关的海

量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数据进行

系统分析而成，旨在对中国学者的

世界影响力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 

Scopus数据库收录来自全球超

过5000个出版商、21000种期刊的

5500余万条文献索引，覆盖各个学

科，并提供各种工具用于追踪、

分析和可规化学术研究。此次榜单

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物理、化

学、数学、经济等38个学科的1651 

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入

选。随着中国在国际科研领域的影

响力和地位不断提高，表彰引领学

术进步的杰出学者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的发布将1651

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呈现

给学术界和公众。

中心11位学者入选爱思唯尔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2015年1月9日，从北京召开的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上获悉，中心成员单位南京大

学物理学院邹志刚教授等获得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 

邹志刚教授等完成《可见光

响应光催化材料及在能源与环境

中的应用基础研究》成果是围绕

光催化材料的设计、制备、反应

机理及其应用基础展开研究的。

可见光光催化分解水制氢的太阳

能转化效率达到世界最高值，在

国际光催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

响，成为我国在国际光催化领域

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此项目成果

推动了光催化技术在太阳能转化

为碳基燃料以及在难降解有机污

染物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进

程，相关研究工作发表SCI论文

120篇（IF>6的29篇），研究成果

被Science、Chem Rev、Chem Soc 

Rev等国际著名期刊的SCI他引次

数达到1109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30项。 

中心邹志刚教授等获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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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

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强耦合量子材料物理实验室和

物理系的陈仙辉教授研究组在铁基超导研究领域取

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发现了一种新的铁基超导材料 

(Li0.8Fe0.2)OHFeSe，其超导转变温度高达40K以上。

并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中子研究中心的黄清镇

博士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涛教授等几个研究组合

作，确定了该新材料的晶体结构并发现超导电性和反

铁磁共存。该新超导体的发现为探索具有更高超导转

变温度的新型铁基超导体提供了重要思路，同时也为

研究高温超导的机理提供了新的材料体系。

 相关研究成果以“Coexistence of superconductivity and 

antiferromagnetism in (Li0.8Fe0.2)OHFeSe”为题在线发表

在12月15日的《Nature Materials》上（DOI: 10.1038/

nmat4155）。 

铁基高温超导体是目前凝聚态物理领域的研究热

点，其机理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理解。FeSe类超导体以

其诸多独特的性质被认为是研究铁基超导机理的理想

材料体系。近期报道生长于SrTiO3衬底上FeSe单层薄

膜零电阻转变温度高达100K以上，激起了科学家们

对于这一体系的浓厚兴趣。然而，对于FeSe类超导材

料，目前研究较为广泛的AxFe2Se2 (A=K, Rb, Cs)体系

存在严重的相分离，反铁磁绝缘相与超导相的共生导

致该类材料的结构与性质非常复杂，使得研究共内在

物理变得非常困难。而FeSe单层薄膜以及通过液氨等

低温液相插层方法合成

的Lix(NH2)y(NH3)1-yFe2Se2

等化合物在空气中极不稳

定，无法深入研究其物理

性质。为了能够深入地探

究铁基高温超导的物理机

制，亟需寻找到新的具有

高超导转变温度且空气稳

定并适合物理测量的FeSe

类超导材料。 

陈仙辉教授研究组利

用水热反应方法成功发现

了一种新的FeSe类超导材

料(Li0.8Fe0.2)OHFeSe，超

陈仙辉教授研究组发表论文

—— 铁基超导体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图：(Li0.8Fe0.2)OHFeSe超导体的晶体结构（左）和磁化率曲线（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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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转变温度达40K以上。通过X射线衍射、中子散射和

核磁共振技术手段精确地确定了该材料的晶体结构。

该材料由FeSe层和(Li0.8Fe0.2)OH层沿c方向交替堆垛而

成，FeSe层与(Li0.8Fe0.2)OH层之间由极其微弱的氢键相

连。此外，该结构中严重畸变的FeSe4 四面体有利于超

导，这与FeAs类超导体中完美的FeAs4 四面体有利于

超导的现象完全不同。比热、磁化率和核磁共振数据

表明该新材料在~8.5 K存在反铁磁序，并与超导电性

共存。这一重要工作是利用水热法发现FeSe类新型高

温超导材料，为相关体系新超导体的探索提供了新的

研究思路。同时，该新超导体所具有的高超导转变温

度、空气中稳定等优点，为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提供了

可能，同时也为探索铁基高温超导的内在物理机制提

供了理想的材料体系。 

陈仙辉教授研究组的研究生卢秀芳和王乃舟为

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国科学院

战略先导B类专项的资助。 

量子自旋液体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引起人们广泛兴

趣。Kagome 晶格上的Heisenberg 模型被普遍认为可

能实现量子自旋液体态，但其自旋液体态的基态特性

仍然不清楚。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

员、复旦大学陈焱教授课题组近期细致考察了拓展的

XXZ Kagome 模型，其紧邻为XXZ 反铁磁相互作用，

第二和第三紧邻为XY 反铁磁相互作用。理论计算发

现该体系存在两种不同特性的自旋液体态，在第二和

第三紧邻较大的参数区间内，体系的基态处于手征自

旋液体态；反之，体系的基态处于时间反演对称的自

旋液体状态；两者之间的相变为连续相变。在三种不

同极限下的XXZ 模型可以呈现为同一种自旋液体态。

体系所呈现的丰富相图见附图，具体包含超流态、磁

有序态、手征自旋液体态、时间反演对称的自旋液体

态。

该理论结果对于厘清Heisenberg Kagome 模型的基

态特性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发表在Phys. Rev. Lett. 114, 

037201 (2015)。

 陈焱教授研究组发表论文

      ——手征性与时间反演对称性自旋液体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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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性以及对称破缺所导致的各种新奇现象一直以

来都是凝聚态物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核心研究领

域。近年来，在拓扑绝缘体和石墨烯纳米带等二维电子

体系中由于对称性破缺而产生的边缘态效应已经引起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强关联的氧化物材料当中是否

会存在因对称破缺而产生的边缘态，目前尚未有相关报

道。

因此，研究探寻复杂氧化物体系是否会存在由于

对称破缺而产生的边缘态效应，不仅在物理研究上十

分重要，同时可以极大地拓展我们对于对称破缺相关

物理现象的认知和理解，并为基于复杂氧化物的下一

代量子器件的开发与应用提供新思路与新途径。

最近，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

员、复旦大学沈健课题组及其合作者发现在复杂氧化

物材料（La0.325Pr0.3Ca0.375MnO3）的纳米带中存在着由于

对称性破缺而产生的铁磁-金属边缘态，该研究成果发

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6, 6179 (2015)（DOI: 10.1038/

ncomms7179）。作者还利用低温强场的磁力显微镜

（MFM）以及输运测量技术研究了边缘态的尺度效应。

随着纳米带宽度的不断减小，边缘态效应逐渐增强，这

种边缘态相对于体内具有更高的金属-绝缘体转变温度、

更低的电阻率和更强的磁矩。由于边缘态效应的存在，

较窄的纳米带相较其母体薄膜样品产生多达超过6个数

量级的低温电阻率变化，同时显著改变了整个样品体系

的金属绝缘体转变行为，可以在小磁场下产生几何尺寸

诱导的金属绝缘体转变。

这项结果的发现证实了复杂氧化物体系中确实存

在着由于对称破缺而产生的边缘态效应，同时帮助

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锰氧化物微观电子态对于对称破

缺的响应，为实现其物性的人为可控提供了全新的

视角。这也再一次证明利用空间束缚以及对称性破

缺相关效应是实现复杂电子体系超敏量子调控的一

条有力途径。

图：

La0.325Pr0.3Ca0.375MnO3）的纳米带中的

铁磁边缘态及其输运特性。左图为其

MFM 3D图像，右图为其输运特性与相

应母体薄膜样品的比较。

沈健教授研究组发表论文

—— 复杂氧化物纳米带的铁磁金属边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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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Nature Materials》

发表了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成员、上海交通大学物

理与天文系贾金锋研究组的题为

“Superconductivity above 100 K in 

single-layer FeSe films on doped SrTiO3”

的研究工作(Vol 14, Page 285)。他

们利用原位四探针技术，与合作者

清华大学薛其坤教授等一起，首次

在导电SrTiO3(001)（STO）衬底上

生长的单层FeSe薄膜（FeSe/STO）

中观察到100K以上的高温界面超导

现象。这一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引起

了很大反响，它是对界面增强超导

最直接的实验验证，证实了该体系存在高温超导的预

测，也将对高温超导机理研究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2012年，清华大学薛其坤教授研究组利用分子束

外延生长技术，以STO为衬底，首次成功生长了单层的

FeSe薄膜并发现该薄膜具有20meV的超导能隙，意味着

其超导转变温度有可能超过液氮(77K)温度。随后，中科

院物理所周兴江研究组和复旦大学封东来研究组的变温

角分辨光电子谱研究分别显示，该体系的电子结构不同

于体相FeSe，其超导能隙直到65K甚至70K才消失。但

是，在盖有保护层的单层FeSe/STO上的传统输运测量只

给出了23K的零电阻温度，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

为了得到准确的输运实验结果，就必须在超高真

空中对单层FeSe/STO进行原位测量。为此，贾金锋研

究组自主创新地搭建了新型极低温、强磁场超高真空

原位输运测量/扫描隧道显微镜-分子束外延联合系统。

他们与合作者一起在导电STO衬底上生长了单层FeSe

样品，利用精准的原位的四探针技术对其进行了电输

运测量(上左图)，在国际上首次观察到了单层FeSe薄膜

具有超过100K的高温超导迹象（上右图），从而证明

FeSe/STO具有比液氮温度更高的超导转变温度。他们

在3K下的I-V测量数据显示虽然FeSe只有一个单层，但

其具有非常大的超导临界电流，约为107 A•cm–2。该临

界电流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根据Ginzburg–Landau

理论，计算拟合得到的超导转变温度和实验测量的

109K完全相符。其次，他们还观察到了超导临界电流

左图：4PP测量示意图；右图：4PP测量到的单层FeSe/STO薄膜电阻随温度的变化

贾金锋教授研究组科学进展两则

一、在单层FeSe/SrTiO3薄膜中观察到了100K以上的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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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磁场变化的趋势，在固定的温度下，随着磁场的增

加，临界电流会逐渐减小，当撤销磁场时，临界电流

会恢复原样，这些结果都与超导现象非常符合。他们

在多个样品上进行了重复测量，均观察到了高温超导

现象。特别是他们在超导转变温度附近进行了磁场下

的测量，实验结果显示磁场可以降低超导转变温度(见

左页图)。同一样品在零磁场下TC为99K，而在10T磁场

下TC降为95K。此外，在TC附近固定温度下的电阻-磁

场测量结果表明，磁场可以消除零电阻现象。这些都

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单层FeSe/STO中的高温超导现象。

本工作得到了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科技部

973量子调控项目的资助。

(a)拓扑绝缘体/超导体异质结模型图；(b)在异质结表面上观测
到的量子磁通涡旋；(c，d)在磁通涡旋中观测到的束缚态的空间分布
图。前者的Bi2Te3薄膜厚度小，没有Majorana费米子存在，束缚态为
V-shape劈裂；后者的厚度增大后出现了Majorana费米子，所以束缚
态呈现Y-shape劈裂。

最近，《Phys. Rev. Lett》杂志[Phys. Rev. Lett. 114, 

017001 (2015)]报道了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大学物理与天文系贾金锋教

授研究组与浙江大学许祝安、张富春，南京大学王强

华，清华大学薛其坤和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刘荧等教授

的合作研究成果。他们利用极低温、强磁场扫描隧道

显微镜对Bi2Te3/NbSe2拓扑绝缘体/超导体异质表面的量

子磁通涡旋和位于其中的束缚态进行了深入研究，首

次在这一体系当中观察到了Majorana费米子存在的迹

象。这为在实验上进一步深入研究Majorana费米子，并

实现对其的量子调控奠定了基础。

Majorana费米子是与其自身的反粒子同体的一类奇

特的费米子。在凝聚态系统当中，有理论研究表明，

有些准粒子的行为也是符合Majorana方程所描述的，而

且，这些Majorana准粒子遵循非阿贝尔统计规律，可用

于容错型量子计算，从而成为众多凝聚态物理学家的

关注焦点。贾金锋教授团队在前期工作中成功地在常

规超导体表面生长出了高质量的拓扑绝缘体薄膜（见

右图a），并在实验上证实了这类拓扑绝缘体/超导体异

质结的表面是拓扑超导体，为观测Majorana费米子奠定

了必要的材料制备基础。这一系列工作发表于2012年

的《Science》和2014年的《Phys. Rev. Lett.》等学术期

刊上。

最近，贾金锋教授团队详细地研究分析了Bi2Te3/

NbSe2拓扑绝缘体/超导体异质结表面的量子磁通涡旋

二、观察到Majorana费米子的存在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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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物理学院都有为

院士和王敦辉教授研究组在磁电耦合效应的研究中取

得重要进展。他们的研究论文“Electric Field Control 

of the Magnetocaloric Effect”最近发表于《Advanced 

Materials》杂志上(Adv. Mater. 2015, 27, 801-805)。 

磁制冷是以磁性材料的磁热效应为基础的一种新

型制冷技术，它具有环境友好节能高效的特点，被认

为最有可能取代当前的空气压缩制冷技术，从而受到

广泛关注。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Ni-Mn基铁磁形状记忆

合金在磁场诱导的磁结构相变过程中伴随巨大的磁热

效应，是一种潜在的磁制冷工质。但该合金的磁结构

相变属于一级相变，伴随较大的热滞和磁滞，存在着

较大的损耗。此外，因为磁相变只发生在有限的温度

范围内，使得磁制冷的有效工作温区较窄。这些不利

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其在磁制冷技术中的实际应用。

利用电场来调控材料的磁性是当前凝聚态物理研

究的一个热点方向，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大都集中在

电场调控磁化强度、矫顽力和交换偏置等方面，而对

相关磁效应的调控则研究较少。该课题组率先将电场

调控的理念应用到磁制冷效应中。他们通过将Ni-Mn

基铁磁形状记忆合金薄带与压电陶瓷衬底相结合，制

备了Ni-Co-Mn-In/PMN-PT层状样品，并研究了外加电

场对Ni-Co-Mn-In磁结构相变和磁热效应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1）随着外加电场的变化，Ni-Co-Mn-In

的相变温度发生了偏移（图1a），且伴随的磁热效应

在峰值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峰位也发生了相应偏移，

这样通过变化电场就可以有效的扩宽制冷温区（图

2a-d）；（2）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Ni-Co-Mn-In的热

滞和磁滞都明显地减小，合金磁结构相变的可恢复性

增加（图1a、b）。这些结果都表明，通过电场的调控

可以显著地优化Ni-Mn基铁磁形状记忆合金的磁制冷性

都有为院士和王敦辉教授研究组
磁电耦合效应研究取得进展
——通过电场调控优化Ni-Mn基铁磁形状记忆合金的磁热效应

(上图b)当中的束缚态的空间分布，发现当Bi2Te3非常

薄，拓扑表面态尚未形成时，束缚态在空间的分布呈

现V-Shape的劈裂行为（上图c），这种行为与普通超

导体上的一致；而当Bi2Te3厚度增加，拓扑表面态形

成后，其束缚态在空间的分布呈现Y-Shape的劈裂行为

（上图d），是在普通超导中从未报道过的新现象，可

以用Majorana费米子的模型来很好地解释。此外，当加

大磁场时，量子磁通涡旋间距变小，它们间的相互作

用会使Majorana费米子湮灭，这时Y-Shape的劈裂行为

又会变为V-shape。这些自洽的证据在实验上初步揭开了

Majorana费米子的面纱，也为进一步实现对Majorana费

米子的调控奠定了基础。

本工作得到了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科技部

973量子调控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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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此基础下，他们还提出了一种高效的磁制冷样

机模型。在该模型中，改变电场可以使磁制冷工质一

直工作在其最佳制冷温区，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制冷效

率（图3a-d）。  

这一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率先通过电场调控的

方法解决了一级相变磁制冷材料的两个重大缺陷：

较大的热 /磁滞以及较窄的工作温区。该方法有助

于优化一级相变材料的磁热效应，有助于新型制冷

技术的发展。相关的材料技术已经申报了国家专利

（CN201410072124），后续的研究正在展开。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是物理学院博士龚元元，通讯

作者是物理学院王敦辉教授。该工作由南京大学、中

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合作完

成。项目得到了教育部协同创新计划、科技部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图3 基于电控磁热效应的高效主动

式磁制冷机模型。（a）制冷机初始

状态；（b）励磁后工质温度降低；

（c）换热后温度梯度形成；（d）通

过对不同位置的制冷工质施加电压将

其调节至最佳工作状态

图1 Ni-Co-Mn-In/PMN-PT的磁性：（a）不同外加电压下的
热磁曲线；（b）285 K时，不同外加电压下的磁化曲线

图2 Ni-Co-Mn-In/PMN-PT不同电压下的磁热效应。
2 T变场下的绝热温变：（a）升温过程，（b）降温过程；
2 T变场下的磁熵变：（c）升温过程，（d）降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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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南

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现代工程与

应用科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张善涛和陈延峰教

授研究组，与国内外研究组紧密合作，在无铅压电

陶瓷材料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的研究论文

“Semiconductor/relaxor 0-3 type composites without thermal 

depolarization in Bi0.5Na0.5TiO3-

based lead-free piezoceramics”

于 3 月 1 9 日在线发表于上

《Nature Communications 》

杂志（6:6615, doi:10.1038/

ncomms7615 (2015)）。 

压电陶瓷有着非常广泛

的用途。目前，主导应用市

场的是含铅压电材料如钙钛

矿结构氧化物Pb(Zr,Ti)O3。

由于铅的毒性，含铅材料在

生产、使用、废弃过程中会

对环境、人体健康产生危

害。环境保护的压力、环保

意识的增强和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等，使得关于高性能无

铅压电陶瓷的研究得到了广

泛的重视。传统上，提高压电性能的方法是通过固溶

构建准同型相界。钙钛矿结构氧化物Bi0.5Na0.5TiO3的固

溶体是高性能无铅压电陶瓷的重要候选材料之一。限

制Bi0.5Na0.5TiO3类固溶体实际应用的主要问题是其在

100℃左右的热退极化，热退极化导致压电性减弱甚至

消失。退极化温度决定了这类材料可应用的温度区间

张善涛教授和陈延峰教授研究组无铅压电材料研究
取得新的进展
—— 0-3型微结构材料解决了长期困扰Bi0.5Na0.5TiO3基
     无铅压电材料中的退极化问题 

图1：0-3型复合材料的微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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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事实上，热退极化这一难题也是Bi0.5Na0.5TiO3材

料研究的一个的重要基础性问题，其起源机制和调控

方法目前仍然不清楚。

这项研究把半导体ZnO引入Bi0.5Na0.5TiO3-BaTiO3

中，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制备技术，使之分布于

Bi0.5Na0.5TiO3-BaTiO3晶界处，形成0-3型微结构材料

（图1）。这种微结构铁电材料显著地降低了退极化，

当ZnO达到30md％时，完全抑制了退极化效应，其

极化一直可以保持到BNT-BT的铁电相变温度。仔细

的实验表明，这种微结构之所以能够抑制退极化的机

制是：这种微结构材料进行极化后，外加的极化电

场使得半导体ZnO中的电荷有序分布于Bi0.5Na0.5TiO3-

BaTiO3晶界处，从而产生一个局域电场，这一电场在

图2：复合结构抑制Bi0.5Na0.5TiO3基陶瓷退极化的机制示意图
(a),(b)未引入ZnO时，在退极化温度附近，撤除极化电场后，退极化场使得Bi0.5Na0.5TiO3基陶
瓷迅速退极化。(c),(d)引入ZnO后，极化电场导致ZnO的电荷有序分布于Bi0.5Na0.5TiO3基材料
的晶界处，形成一个局域电场，此电场能够抑制Bi0.5Na0.5TiO3基材料晶粒中的退极化场，从而
抑制甚至消除退极化。  

外电场撤消以后，继续保持，

并稳定了Bi0.5Na0.5TiO3-BaTiO3晶

粒中的电极化，因而抑制甚至

消除了Bi0.5Na0.5TiO3-BaTiO3的退

极化（图2）。本工作获得了审

稿人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无

铅压电领域中一个重大的突破

(This piece of work is apparently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lead-free 

piezoceramic field)。

这一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

（1）为实现Bi0.5Na0.5TiO3-基无

铅压电陶瓷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基

础；（2）跳出了传统的通过固

溶法优化压电性能的思路，证明

微结构材料能够在压电材料中调

控电荷的分布，为进一步发展高

性能压电材料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视角；（3）有助于进一步理解

Bi0.5Na0.5TiO3材料中的退极化机

制、极化电场导致的结构相变、

畴翻转动力学等基础性问题。这一突破，再一次展示

了微结构物理在解决重大技术瓶颈和问题中的独特优

势。相关的材料技术已经申报了国家专利，后续的研

究正在展开。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是材料系硕士生张骥，通讯

作者是张善涛教授和北京科技大学的陈骏教授。该工

作由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armstadt)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合作完成。项目得到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教育部协同创新计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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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谁都明白，材料科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各学

科的支撑之一很重要。但是材料的科学基础却远非物

理学和化学那样清晰明了其原因之一大概跟满足服役

条件的材料之成分结构过于复杂有很大关系。多少年

来，材料科学的研究总体而言步履蹒跚、充满不确定

性，而材料学者不但队伍庞大、而且非常勤奋，常常

将月光当成白昼，不遗余力。

材料科学中很多关键的技术问题离解决其实就差

那么一点点，需要有心人窥得其中究竟，嗅得其中物

理，并能恰到好处地找到解决的方案。材料科学很多

瓶颈的最终解决在事后诸葛亮看来似乎总是太过简单

而不值一提。我就是事后诸葛亮之一。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实例来印证我的这一观点。

问题的背景与电子功能材料之一大类——铁电压电材

料——有关。我们知道，太好的东西总是有其致命的

缺点。近百年来最好的铁电压电材料都是含Pb的，Pb

有很多优点，但却对人体有毒，导致今天众多国家和

国际组织明令禁止发展含Pb材料。作为无可奈何的替

代，过去二十年来，很多国家花巨资和下大力气去合

成与发展一些无Pb压电铁电材料，结果却事倍功半。

其中最为人所关注的应算(Bi0.5Na0.5)TiO3-BaTiO3 (BNT-

BT)固溶体系。对这一材料的研究成果已堆积如山，但

依然有几道坎没有迈过去，其中一个很著名的门槛就

是50~100oC左右的所谓“热致退极化”现象。

我们这样来描述这一门槛：BNT-BT在室温及以下

有很不错的铁电压电性能，但在50~100oC区间会出现

令人郁闷的退极化现象，即我们希望越大越好的铁电

极化与压电系数在这一温区被严重削弱甚至消失了。

科学家之所以郁闷，是因为电子集成器件服役时会发

热，使得材料实际服役温度不偏不倚落在这个温区，

形成一个“死结”。虽则我们可以通过其它手段将这一

退极化温区移到高温，但实际服役温区处的材料性能

又被大打折扣，结果令人左右为难。不同学者想了很

多办法都无济于事。事实上，材料科学就如人生处世

一般，很多问题都是引一发而动全身，难以兼顾两

全。

材料学者纠结斟酌到最后，还只有回过头来去研

究有无办法消除这个退极化现象。这使得问题的解决

变得明朗和简单起来。2011计划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的张善涛博士课题组大概在某一时刻

得佑于天授，在对这一热致退极化的物理进行了定性

分析之后，想到了一个简单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图

1所示是基于物理分析得到的退极化机制：BNT-BT畴

结构内部存在纳米尺度的富Bi3+离子区和富Na+离子

区，它们在铁电畴内部比邻而居，形成很多介观电偶

极矩。这些电偶极矩在空间中随机分布，使得借助外

电场对材料进行极化的效果不能保持，一旦外电场撤

除，这些畴的极化状态依然如故。材料宏观上无法获

得极化，即无法展示其铁电压电性能。

 张善涛博士课题组很聪明地在BNT-BT材料中加

入适量的半导体ZnO，而这些ZnO并不溶入BNT-BT之

中，反而是恰到好处地分布在畴界处，形成了一种畴

简单就是道理

            特约评论员 南京大学  刘俊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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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半导体结的结构，如图1b所示。令人先不可思议而

后又恍然大悟的效应是：对材料实施电场极化时，畴

界处的ZnO相内部载流子相向而动，在边缘两端各自形

成正负电荷聚集。这些电荷又恰到好处地将BNT-BT中

被极化电场定向的铁电畴绑定住。如此一来，极化电

场去除之后，这些被绑定的铁电畴将能够保持原样。

那些比邻而居的富Bi3+离子区与富Na+离子区所形成的

电偶极矩不再有能力动摇这种绑定。由此，材料被极

化的效果得以保留下来，导致其铁电压电性能在热致

退极化温区依然毫发无损，成功地避免了热致退极化

效应的危害。

实话说，这一研究处理思路既简单又新颖。说

简单是因为大学电磁学知识就已足够解释其中的物

理；说新颖在于效果很好，使得一个被纠结很久的“难

题”迎刃而解。所谓“春风萧瑟两相违，转眼清明相映

晖”，应是作者和读者心情的一种写照。作者以详实的

数据证明那尾大不掉的热致退极化已无影无踪，留给

读者体会“汉事两千年，今朝谓云烟”的意境。

当然，读者还可以对张善涛博士等雕刻的这一作

品评头论足，甚至吹毛求疵。例如，物理上需要理解

是哪些能量尺度恰到好处地在50~100oC区间形成竞争

态势，使得ZnO对BNT-BT铁电畴的绑定能够顺利实

现。另外，富Bi3+离子区与富Na+离子区所形成的电

偶极矩在室温为何就无法与外电场极化形成竞争？再

者，这种简单物理能否适用于其它类似材料，从而作

为一种简单的微结构控制技术得以推广？这些蹩脚的

疑问也许会使问题变得复杂很多，但毫无疑问，“简

单就是道理”在这一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获

得了成功，也印证了人工微结构物理的一幅面貌。而

有兴趣的读者尽可以去阅读作品原文：Semiconductor/

relaxor 0-3 type composites without thermal depolarization 

in Bi0.5Na0.5TiO3-based lead-free piezoceramics，发表于

《 Nature Communications 》杂志[6, 6615 (2015), http://

dx.doi.org/10.1038/ncomms7615]。

   2015年4月17日于唐楼

图1. BNT-BT材料的铁电畴：红色箭头表示畴的宏观极化，畴内部由于Bi3+和Na+分布不均匀导致的介观电偶极矩
用黑色箭头表示。虽然施加外电场极化期间，铁电畴沿电场方向排列，但一旦电场撤除，畴内部介观电偶极矩依然
驱动铁电畴取向回到极化之前的状态。

图2. 在BNT-BT与ZnO复合材料中，ZnO偏析于畴界处。材料在电场极化期间驱动ZnO中载流子重新分布，从而对
铁电畴施加额外的绑定定向作用，抵抗铁电畴内部介观电偶极矩的作用。极化电场撤除后，材料铁电畴得以沿极化
电场方向排列。

( a ) ( b ) ( a ) ( b )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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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态遇上氧化物：
锰氧化物铁磁金属边缘态的发现
             
                特约评论员 浙江大学  许祝安教授

对称性以及对称性破缺所导致的各种新奇现象一

直以来都是凝聚态物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核心

科学问题。近年来，在拓扑绝缘体和石墨烯纳米带等

二维电子体系中由于对称性破缺的而产生的边缘态效

应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强关联的过渡

金属氧化物当中是否会存在对称性破缺而产生的边缘

态，目前尚未有相关报道。

因此，研究探寻复杂氧化物体系是否会存在由于

对称性破缺而产生的边缘态效应，不仅在物理研究上

十分重要，同时可以极大地拓展我们对于对称性破缺

相关物理现象的认知和理解，并为基于复杂氧化物

的下一代量子器件的开发与应用上提供新思路与

新途径。

最近，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

复旦大学沈健课题组及其合作者发现在复杂氧化物材

料（La0.325Pr0.3Ca0.375MnO3）的纳米带中存在着由于对

称性破缺而产生的铁磁金属边缘态。该研究成果已经

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6, 6179 (2015)（DOI: 

10.1038/ncomms7179）。作者还利用低温强磁场下的

磁力显微镜（MFM）以及输运测量技术研究了边缘态

的尺度效应。随着纳米带宽度的不断减小，边缘态效

应逐渐增强，这种边缘态相对于体内具有更高的金属-

绝缘体转变温度、更低的电阻率和更强的磁矩。由于

边缘态效应的存在，较窄的纳米带相较其母体薄膜样

品产生多达超过6个数量级的低温电阻

率变化。同时显著改变了整个样品体

系的金属绝缘体转变行为，可以在小

磁场下产生几何尺寸诱导的金属绝缘

体转变。

这项结果的发现证实了复杂氧化

物体系中确实存在着由于对称性破缺

而产生的边缘态效应。同时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了锰氧化物微观电子态对

于对称破缺的响应，为实现其物性的

人工调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这也再

一次显示利用空间束缚以及对称性破

缺相关效应是实现复杂电子体系超敏

量子调控的一条有力途径。
图：La0.325Pr0.3Ca0.375MnO3）的纳米带中的铁磁边缘态及其输运特性。左
图为其MFM 3D图像，右图为其输运特性与相应母体薄膜样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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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好！

这是南京大学的刘俊明，抱歉在这里冒昧地发邮件给您。

发此邮件是希望得到您的帮助。事情的缘由很简单：我们正在改版2011计划人工

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 “CICAM Bulletin”，希望能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所

创新。要做到这一点，您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请您支持的事情就更简单了：您直接回复本邮件，回复中您只需将您对我国2011

计划(也包括对我们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最想说的话写下来。您写长写短

都好、正方立场反方立场都行，调侃、赞扬、建议、批评等等，什么内容都可以。

我在此郑重向您保证：我们不会泄露、更不会刊登您的尊姓大名在Bulletin中，所以

您想说什么都会是安全的。而我们Bulletin能够得到您的哪怕只言片语都将会倍加珍惜。

感谢您并期待您的回复。

       俊明

▲ 人已适应体制，体制也适应了人，如何协同，如何创新，如何破题，如何推进，谈何容易？

▲ 生在改革的时代，有需求，有民意，有名目，有资源，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 南大加油！

有人说2011计划只不过是学术精英圈经费、圈收益的一种新模

式，但计划内的各位应该最终能够不那么难为情地告知他们错

了。怎么能够不难为情却是一种挑战和诘问！

▲ 我的感觉，就是我们与南大方面合作太少，大家不像在一个项目中，不是吗？谢谢！

大家请发表各自对中心的真知灼见吧！

物语起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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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

作为2011计划的一个普通成员，能否了解一下创新中心具体

采取了哪些实质性的措施来推进协同创新？谢谢！

▲

我的感言如下：

协同创新的想法是好的。实施中，希望中心能有人真的能吃透几个学科的思想或基本思路

（至少在某些跨学科的课题上洞悉若干学科的相关基本思想），或者能对产学研一体等其他

协同创新方式有较好的总体把握，并且能有可执行的措施；否则协同创新可能流于空谈。

关于我们的2011, 注意到有些兄弟单位搞起了山头主义, 署名连南京都变成了

上海, 貌似南京,上海,...,各地都有CICAM。 这种局面不好管理，只有我们

打铁自身硬，不在乎别人的成果，才能使我们自己有底气。各位，任务很艰巨

啊。也想不起说些别的什么。

▲

我希望2011微结构协同中心能建立针对一般领导，企业家，普通民众来参观访问观看的宣传

视频，要通俗，要显示类似脑科学，量子计算，航天五院神州飞船，嫦娥计划这样子的体现

量子调控的宣传片，最好能落实到实际的老百姓能理解的产品或者名词

我希望微结构协同中心，能在评价体制上走出一条创新机制来，不要再体现简单的数文章，

数影响因子这种会计做的事情，当然这种方法领导最省心了

我希望微结构协同中心能建立一个针对普通企业家，领导，普通老百姓，中小学生都能参观

的展览平台，做好科普，及其宣传工作

最后祝愿微结构量子调控协同中心能够，X-Chip(多元芯片)，微观调控，掌控未来，为国家

的创新型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杰出贡献。

“协同为体制改革之创新举；创新为民族复兴之源动力。望二十年后国家

科技实力比肩美国之日再回首，共庆幸今日！”

▲ 我希望中心内能举办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交流与合作，实现协同创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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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是南方凝聚态物理的宠儿，祝愿在大家

的共同呵护下，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

我新加入南京大学，我的研究方向是生物医学工程，以前对固体微结构没有什么印象，也不

知道是做什么研究的。但是当我来到南大以后，亲身感受了南京大学特别是固体微结构中心

的学术和生活气氛，让我感受深刻是固体微结构是个非常强的研究团体，有着完善的研究体

系，取得了无数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中心的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一个值得进一步

推广的研究模式。我觉得总体是非常好的，我只有一个小的建议，可以进一步扩大固体微结

构的研究方向，加大交叉学科的建设，不仅鼓励本中心课题组之间的交流，又可以鼓励固体

微结构与外部兄弟单位之间的合作，做出自己的特色出来，这样才能使固体微结构做大做

强，成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强的研究中心之一。

以上是我的浅见，贻笑大方，仅供参考。

▲

▲ 既然这样，我也献丑来一句：愿“2011协同创新”带领我国科学研究进入新阶段。

▲ “2011计划”为不同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当然顺便也为参与者提

高了收入。

▲ 2011计划是最强力支持和激发我们做出创新

科研工作的动力之一，期望能够长久实施。

小编：

篇幅所限~~~，冒昧打断大家的积极

发言了，期待大家在下期继续畅所欲

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