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声学研究所程建春课题组在声学单

向传播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最新工作于2015年9月14日作为封面文

章（Featured Article）在Appl. Phys. Lett. 发表 [Appl. Phys. Lett. 107, 
113501（2015）]。该工作提出了 “声学单向隧道” （Acoustic one-way 
tunnel）的设计思想，在一个完全连通的、具有平直形状内壁的通

道中实现了声波单向传输，并成功制备了原理性器件，解决了传统

声单向结构中声路径受到阻塞的难题。这种声学概念性器件不仅为

声学单向器件设计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更有望在管道噪声控制、隔

声窗设计及建筑声学等重要场合产生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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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做什么
  

学术期刊Nature Physics第11卷第10期发布了过去十年物理学的十个重大发现

（Top 10 Physics Discoveries of the Last 10 Years），其中隶属于凝聚态物理的有：

（1） “Majorana费米子”；（3） “自旋冰中的磁单极子”；（5） “石墨烯等二维材

料”；（8） “拓扑绝缘体”。而（2） “光学中的宇称-时间对称性”也与凝聚态光学相

关联。可见，凝聚态物理依然是物理学最具活力的学科分支。人工微结构科学与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以开展凝聚态物理及相关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己任，第（1）、

（5）和（8）三个领域均是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第（2）个领域中量子光学的

研究也是中心的重点之一，中心对自旋冰中与磁单极子关联的磁电效应也有所涉

及。更为可喜的是，由中心在国际上率先开展的Weyl半金属拓扑量子物理研究正

在成为凝聚态物理甚至是理论物理与高能物理的热点方向，其中成对的Weyl点即

可视为一对磁单极子。《微结构通讯》对相关成果也多有报道。

与此同时，中心各成员单位在传统优势领域也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譬如超

结构中新颖声学效应的发现，譬如纳米催化人工光合成方面的进展，譬如生物物

理方面的进步，譬如二维材料的新发现等等。本期将对这些重要成果进行推介与

报道。 

中心一如既往，正在采取一系列举措，支持和推动各成员单位的创新性研究

活动，鼓励各成员单位的密切协同。我们相信，中心每一位成员的努力终将会有

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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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委员会在杭州举

行第五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由中

心成员单位浙江大学承办。

中心主任邢定钰院士主持会

议，中心管委会主任施毅教授报告

第四次管委会会议以来中心开展

的主要工作，汇报中心下一阶段重

点工作计划，并提请管委会研究讨

论。会议遴选并通过了首批中心优秀

博士后，优秀研究生入学奖、英才奖

获得者名单。本次会议共遴选中心优

秀博士后7人，优秀研究生入学奖32

人，英才奖76人。据统计，中心遴选

并资助的首批优秀博士后、优秀研究

生将获得中心各类资助总计近450万

元。这也将极大地鼓励优秀学子投

身到中心相关学科从事学习与研究

工作。经各位与会代表充分协商，

会议明确了中心成员发表成果应遵

循的署名规则及格式。统一的署名

规范既体现了中心成员单位团结协

作的精神，又进一步鼓励了中心成

员之间紧密围绕核心科研目标开展

学术合作与创新工作。   

在本次会议期间，中心召集各

协同单位财务秘书进行2011项目有

关财务规定及财务知识专项培训，

特别是日常管理经费、科研启动

费、国际会议专项资助等。培训老

师由南大财务部门专门派员担任。

会议决定下一次中心管委会会

议定于2015年12月在南京召开。

金秋十月，桂花飘香，南京

大学物理学科迎来了百年华诞。

2015年10月17日，南京大学物理

学科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南京

大学仙林校区体育馆举行，海内外

物理学科校友、院士，南京大学相

关部处和院系领导，各有关高校领

导和嘉宾以及对南京大学物理学科

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与

南京大学师生共同参加庆祝盛典，

见证南大物理新纪元的开启。南京

大学校长陈骏院士作大会致辞。南

京大学物理学院副书记吴兴龙主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管委会
第五次会议简报

中心成员单位南京大学物理学科
庆祝百年华诞

持大会，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李建新与现场嘉宾回顾和分享了南京大学

物理百年办学的成就。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忠宣布授予程开甲、冯端、

王业宁、闵乃本、张淑仪、龚昌德、郑有炓“南京大学物理学科终身成就

奖”，并授予唐仲英、潘中来、杨休、高振东、钱东奇、谢均武、81级物理

学科校友、79级物理学科校友、北京物理校友会“南京大学物理学科特殊贡

（佘治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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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员获得荣誉称号

近 日 ， 美 国 光 学 学 会

（OSA）、美国物理学会（APS）

分别产生了新一届学会会士。

陆延青教授凭借他在微结构非

线性光学、电光材料和器件领域

的突出贡献当选为美国光学学会

会士（OSA Fellow）。OSA Fellow

是美国光学学会授予该领域专家的

最高学术荣誉，其遴选程序严谨、

严格，最终入选OSA Fellow的会员

必须“对光学的进展做出重大贡

献”。美国光学学会成立于1916

年，是光学领域权威的国际性学术

组织。

由美国物理学会的材料物理

分会（DMP）提名，刘俊明教授

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美国物理学会网站的提名

简介如下：For sem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ultiferroic materials and other 

complex transition metal oxides, an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physics of rare-

earth manganites with multiferroicity 

and colossal magnetoresistance. 美国

物理学会是美国物理学工作者的一

个协会组织。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复旦大学
孔令欣研究员获2015年度“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 

9月19日下午，“2015年度求

是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科技大学

举行。包括复旦大学物理系孔令

欣研究员在内的10位青年学者获颁

“2015年度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

孔令欣研究员还作为代表致辞，对求

是基金会的支持表达了感谢，表示

将秉承求是精神，为国家富强、科

技发展和医学进步做出贡献。

孔令欣主要从事A d S / C F T 

Correspondence的研究，尤其是它在

量子纠缠及量子信息学的应用。近

年最为突出的成果，是与合作者首

次探讨了AdS/CFT Correspondence里

引力高导数修正对所对应的场论

纠缠熵的贡献。2013年中旬与合

作者进一步发现场论中的纠缠熵

所满足的不等式跟引力理论中的

爱因斯坦方程有重要关联。这一

发现对于最终理解量子引力的结

构有重要的启示。

求是基金会创建于1994年，

于 2 0 1 3年启动新的“求是杰出

青年学者奖”，旨在专门奖励回

国发展的世界级优秀青年科研人

才，为中国一流大学引进海外最

有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提供帮

助，为中国未来20年的科技发展

事业发展培养领袖人才。该奖重

新启动以来，复旦大学物理系已

连续3年有老师获奖，2013年度和

2014年度的获奖者分别为张远波

教授和赵俊教授。

献奖”。陈骏院士为获奖教师及代

表颁奖。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主任邢定钰院士、清华

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美国工程

院院士张翔在庆典现场发表讲话。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在校生刘莲子代

表本校物理学子感谢学校和学院，

祝贺物理学科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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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典《礼记•乐书》记载“凡物动而有声”，人行于道，鸟叫虫鸣，风

吹树动，云电击穿，小溪流水，惊涛拍岸，皆生其音，这恰当地说明声音在我

们身边无处不在，而对声音的调控和利用也贯穿了人类整个科学史。产业革命

以来，各种机械设备的创造和使用，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进步，改善了

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强的声音，干扰人们休息、

学习和工作，损伤听力和神经，甚至还能诱发多种致癌致命的疾病。故而任何

能够有效调控声波的技术都备受欢迎和重视。

声波的调控依赖于传输媒质的声学性质，质量密度（mass density）和弹性

（elasticity）乃媒质能传输声波之必要条件。然而，自然材料的声学性质受自身

分子（原子）结构与该尺度层次上组织方式限定，使得这两种对声波传输行为具

有决定作用的材料特性的状态范围极为有限，其可发掘利用的潜力空间正随着制

备技术水平的提升而逐渐趋于极限。因此要通过改进与提高自然材料声学性质来

获得能够自由控制声波传输的功能材料极为不易。近年来，人们发现通过构造某种

具有特殊功能的人工微单元来模拟分子对波场的响应，并在微单元尺度层次上形成

对声波运动状态的有序调制，可能获得与自然材料声学特性迥然不同的人工复合

材料，即为声学超构材料。这好比通过奇特的人造“声学原子”自下而上地生产

出“声学材料”。这样的技术极大拓宽了材料声学性质的范围（例如表现为负值

的有效质量密度和有效弹性模量），进而产生各种奇特现象和物理效应，如声带

隙、负折射、声隐身、声单向等。

目前，声学超构介质的设计大多基于LC型共振单元，例如亥姆赫兹共鸣

器、薄膜结构等，其工作机理可类比于“质量块-弹簧”系统的惯性共振，存在

损耗高、结构复杂、特异性质有限等不足。类似于将高折射率的介电体纳米颗

粒置于空间中构造出新型电磁超构介质，近期《科学》发表理论研究结果，通

过将声学“软”质微共振单元嵌入到“硬”质基体材料中可以获得声学Mie单极

子和偶极子（例如将空气微泡嵌于水中），进而构造出高性能新型声学超构介

质。然而该设想的实验实现需要将软

微粒嵌入致密流体介质，注定存在单

元微粒有效寿命短、形态稳定性差、

难以规则排列等技术限制，极为困

难；此外，自然界中尚不存在声速较

空气低很多的稳定流体，这也影响了

Mie共振单元在重要的空气声调控中

的应用。

声学研究者纠结斟酌之后，回

过头来去研究有无办法构造出有效声

速远低于本体介质的人工超慢单元。

这一构想使得问题的解决变得明朗和

简单。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的刘晓峻教授研究组在对这一

声学Mie共振的物理进行了定性分析

后，提出一个简单方案来解决这一问

题。他们利用高对称性折叠空间结构

中低有效声速效应来构建具备超慢声

南京大学刘晓峻教授研究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材料》

风可进，雨可进，声音不能进
The wind may enter, the rain may enter, but the sound cannot enter

图3：利用亚波长厚度、大单元间隔的超稀
疏超表面屏蔽低频声波示意图。其“风可
进、雨可进、声音不能进”的特点一目了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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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超表面单元的几何设计和物理模型。a，采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样品单元照片。
b，单元横截面示意图。c，单元等效物理模型，可产生人工单极子、偶极子、四极子、
八极子和第二单极子模式。

速的流体微单元，并通过3D立体成型技术制作了高质量的人工Mie共振单元，

其空间结构如图1所示。有趣的是，这种“八卦迷宫”的结构具备远低于空气的

有效声速，可激发强烈的声学Mie共振，并且展现出丰富的单极子、偶极子、四

极子、八极子等一系列经典的Mie共振模式。这些人工产生的Mie共振模式完全

依赖于微单元的结构构型，易于调节，并且历久不衰、形态稳定、排列规整，

这些特点为声学Mie共振的产生和应用提供了一种巧妙的方式。而对该单元进一步

的研究结果表明，单极子Mie共振可以产生负的有效体模量，而偶极子Mie共振则会

实现负的有效动态质量密度（见图2）。

以小尺寸结构有效屏蔽大波长低频声波是声学研究中的难题，传统方法屏

图2：等效声学参数。a，等效体模量。
b，等效动态质量密度。阴影区域标示
有效参数为负值的频率区间。

蔽低频声波需要致密且极厚的隔声体，难以实现。课题组将这种单元的Mie共振

效应和单负有效声学参数应用于低频声波屏蔽中，构建了一种亚波长厚度、大

单元间隔的超稀疏超表面，成功获得了低频声波的强反射效果（见图3），其巧

妙的效应是：在对入射声场产生响应时，由于微单元的强烈Mie共振，单元附近

的空气媒质呈现出聚焦于中心的径向振动模式，形似黑洞。如此一来，在超表

面前方附近就形成了一个极薄的振速近零区域，类似于一堵看不见摸不着的理

想硬墙，由此将声音有效反射回去。因此，虽然单元厚度远小于波长且单元之

间可以存在较大间隔，风雨皆可畅通无阻，而独独声音不可通过。

该结果为突破传统声学理论中低频隔声需要大厚度、无间隔、高密度固

体层的限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相关研究成果以《基于人工Mie共振的超稀疏

声学超表面及低频声波强反射》（Ultra-sparse metasurface for high reflection of 

low-frequency sound based on artificial Mie resonances）为题于2015年9月1日在

线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 • 材料》（Nature Materials, http://www.nature.

com/nmat/journal/vaop/ncurrent/full/nmat4393.html , DOI: 10.1038/nmat4393）上。论

文在评审过程中得到多位审稿人的高

度肯定，尤其是该工作首次实现了空

气声的人工Mie共振单元，在超分辨

率声成像、低频声滤波、超声无损检

测等方面有望得到重要应用。一位审

稿人评论到“该工作为构建人工Mie

共振开辟了新的途径，有望在诸如

声屏障和声隧道传输等方面得到应

用。（This work has opened a new route for 

constructing artificial Mie resonances, which 

can be used for applications like sound 

blocking and sound wave tunneling.）”。

程营副教授为论文的第一作者，

刘晓峻教授为论文的通讯作者。该

项工作得到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2012CB921504）、人工微结构科学

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优先发展领

域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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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人们对WTe2的研究兴趣

发端于二维层状材料领域。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Geim等人提出二

维材料的概念，并形成一张路线

图，引导着继石墨烯后凝聚态物

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这些材

料极易解理形成单层或少原子层

器件，是二维电子/光电器件的理

想平台，人们熟悉的BN、MoS2、

Bi2Te3以及后来关注的黑磷等都属

于这一范畴。简单一看，我们就

发现WTe2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

个系统：i. 它拥有与MoS2类似的

同族元素和化学价态，但是其晶体

的对称性完全不同；ii. 它不仅是

一个二维材料，在结构上还有一维

的性质；iii. 能带研究发现它是一

种半金属，而不是半导体；iv. 很

容易制得高质量单晶，可以达到数

万cm2/Vs的载流子迁移率；v. 由于

W、Te原子都非常重，所以有可能

会出现强的自旋轨道耦合。

强自旋轨道耦合、半金属、

迥异的对称性、二维受限和高迁移

率，这些常常是近些年来驱动反常

 协同创新，紧密合作的果实：《自然・通讯》、《物理评论快报》发表
 新型量子材料WTe2研究系列进展

图1：（上） WTe2压力-超导温度相图（下）
理论预测态密度随压力变化及晶体照片

量子物性和新物理的关键因素，这让我们感到：WTe2有可能是二维材料中

最“物理”的一种。这开启了一轮新的追逐。

很快，普林斯顿的科学家就拔得头筹。2014年10月，R. Cava 教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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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创新，紧密合作的果实：《自然・通讯》、《物理评论快报》发表
 新型量子材料WTe2研究系列进展

组在《自然》杂志刊文指出：WTe2拥有在60T磁场下不饱和的极大磁电阻。

早在2014年春天，南京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科研人员就

因WTe2在二维材料中的独特地位开始开展相关工作。团队理论组注意到这

一能带结构对晶格常数的极度敏感性，开展计算预言压力可能会诱导这种材

料出现超导电性。实验课题组合成了高质量的WTe2单晶，系统地开展了高

压下低温电输运、磁化率等测量工作。团队的紧密合作很快观察到了仅需

2.5GPa即可实现的超导转变。

本工作发现，WTe2晶体在常压下可以显示巨大和不饱和的磁电阻，这

与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一致。一加高压，磁电阻倍数就迅速下降。最早在

2.5GPa，研究人员就观察到电阻随温度在3.1K处的陡降。随着压力增大，

超导转变温度逐渐上升，并在16.8GPa时达到7K。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的出

现完美的证实了超导转变。我们还获得了上临界场的数据，探讨其超导的

机制。系统的测量给出一个拱型的压力-超导温度相图（图1上）。无论有无

传压介质，实验都可以得到类似的相图。本工作指出这一拱形相图来自压

力下态密度和结构稳定性的竞争。在低压力区域，随着压力增加，WTe2中

的态密度迅速增加（图1下），从而降低了超导电性实现的难度。当压力继

续增加，有可能出现结构的不稳定性，影响超导相的维持。本工作实现了

低的超导转变压强，研究团队分析认为：这与样品调控从而引起费米面的

恰当调控有关。本工作以《WTe2中压力驱动的拱形超导电性及电子结构演

化》（Pressure-driven dome-shaped superconductivity and electronic structural 

evolution in tungsten ditelluride）为题发表在7月23日的《自然 • 通讯》（Nat. 

Commun. 6:7805（2015））上。南京大学潘星辰同学、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陈绪亮助理研究员开展了实验工作，南京大学刘慧美同学进行了理论工作，共

图2 ARPES所获的WTe2费米面（a,b,c）
及理论计算强磁场下自旋结构（d,e,f）

同担任第一作者。中心三位成员南

京大学宋凤麒教授、中科院杨昭荣

研究员和南京大学万贤纲教授联合

担任了本文的通讯作者。值得一提

的是，我国知名学者物理所孙力玲

课题组也在同时期开展工作，获得

了类似的实验结果。

我们紧接着关心的下一个问题

是本系统奇异磁电阻的物理机制。

此前人们普遍认为其物理机制是由

于其电子和空穴浓度几乎完美的相

等。那么，本体系大的自旋轨道耦

合对磁电阻是否也有贡献？利用

宋凤麒小组提供的单晶, 封东来小

组在英国Diamond同步辐射中心进

行了角分辨光电子能谱测量，该材

料有着较为复杂的费米面。如图2

（c）所示，其费米面的电子口袋

和空穴口袋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

另外，如图2（a，b）所示，他们

采用左旋和右旋光激发并对比了获

得的光电子能谱，发现其具有有趣

的圆二色性，这说明轨道角动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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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动量而变，这正是强自旋轨道耦

合电子体系的特征。

万贤纲小组进行了理论计

算，如图2（d,e,f）所示。与加x/y

方向的磁场不同，加 z方向的磁场

将明显改变其费米面上自旋的分

布，这明确指出了WTe2磁电阻巨

大的各向异性。进一步的群论分

析发现由于对称性的限制，该材

料体系大量的散射通道被禁闭，

这对其磁电阻也有重要的贡献。

本论文以《巨大不饱和磁阻材料

WTe2中强自旋轨道耦合的迹象》

（Signature of Strong Spin-Orbital 

Coupling in the Large Nonsaturating 

Magnetoresistance Material WTe2）

为题发表在10月12日的《物理评

论快报》上（Phys. Rev. Lett. 115, 

166601（2015））。姜娟同学、唐

峰同学和潘星辰同学担任本文的第

一、第二和第三作者。中心成员复

旦大学封东来教授和南京大学万贤

纲教授联合担任了本文的通讯作

者。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引

用和重视本文提出的磁电阻机制。

强自旋轨道耦合、半金属、

迥异的对称性、高迁移率、不饱

和的巨大磁电阻、二维层状器

件......WTe2这一古老的材料呈现了

一系列新颖的量子物理，本工作又

图3 I类和II类Weyl点（arxiv:1507.01603）

为WTe2引入了超导电性和磁电阻各向异性，WTe2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量子材

料。之后还有吗？

在本工作前后，WTe2量子物性方面的工作不断涌现。复旦大学李世燕

课题组发现了其中多pocket输运的行为，并描述了压力下费米面行为。武汉

强磁场中心的朱增伟课题组开展了精细的热输运测量。北京大学王健课题组

和南京大学宋凤麒课题组又分别观察到晶体中平行场和垂直场下的线性磁电

阻行为。南京大学万贤纲和缪峰课题组指出了其晶格传热的特殊性。这其中

包含了大量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人员的贡献。最近，瑞

士ETH课题组、中科院物理所戴希研究员和普林斯顿大学Bernevig等人合作

的理论工作又预言（图3）：WTe2有可能是一类新的外尔（Weyl）半金属，

具有显著各向异性的外尔点。

当下，我们协同合作的工作已经证明WTe2可以是超导体，这一新的预

言（图3）又指出它可能是Weyl半金属，这实际又隐含了拓扑超导体的可能

性。WTe2的量子物性研究又点燃了一次发令枪！

我们想知道：WTe2跑道的前方还有什么惊喜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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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物理》发表复旦大学封东来教授、张童教授研究组成果
  FeSe/STO（001）体系是s波配对超导体

过去几十年，超导物理越来越成为凝聚

态物理的核心，其中的丰富结构与框架用“罄

竹难书”来形容毫不为过。而众所周知，超导

物理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超导能隙结构及其对

称性的深入观测与阐释上。因此，确定超导能

隙函数的对称性对理解超导配对机制颇有裨

益。这一点在铁基高温超导体研究中显得尤为

重要，原因在于铁基高温超导体电子结构包含

了靠近费米面的Fe 3d轨道成分，也包含了对

压强、掺杂极其敏感的电子与空穴口袋。这种

口袋因为非常小，使得超导态对压强和掺杂等

也极其敏感。例如，有些材料呈现出全能隙，

而有些材料则表现出明显的低能节点准粒子激

发。近几年的密集研究工作从正面与反面反复

证实了这一点。

正因为这种复杂性，确定一种铁基超导体

系的能隙结构就需要谨慎与周密考虑。在铁基

超导材料中，FeSe作为结构最简单的铁基超导

体，也许是厘清铁基超导体超导机理的最好对

象之一。而且，单层FeSe/STO（001）薄膜作为

低维界面材料，其远高于块材的超导转变温度

近年来也备受关注。由此，单层铁基超导体系

的超导配对对称性研究兼具双重意义。人工微

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复旦大学

封东来教授、张童教授研究组使用极低温强磁

场扫描隧道显微技术系统深入研究了这一体系

中的超导配对机制，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成

果发表在《自然 • 物理》（nature physics DOI: 

10.1038/NPHYS3450）上。这一工作为揭示铁基

图1 表面结构与
超导能隙

图2 FeSe/STO
（001）体系的
磁通涡旋

图3 准粒子散射
强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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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体配对机制、界面作用、掺杂行为等提供了重要的实验证据，具体的研

究进展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能隙结构与超导磁通涡旋

首先，实验观测到：在晶界之间的单一区间内，超导能隙呈现出U形的

全能隙，并且具有10mV、15mV的双峰结构。晶界对10mV峰具有一定增强

作用，源于非磁性杂质对超导态的调制。如果将超导体放在一定磁场下，处

于中间态的超导体会呈现出量子化磁通分布。这里研究的FeSe/STO（001）

体系也不例外。但是，与块材FeSe超导体不同，FeSe/STO（001）体系呈现

出略微四方的磁通涡旋，表明其低能态的四度对称各向异性。从扫描隧道谱

STS通过磁通的变化来看，随着远离磁通中心，磁通中心的低能单峰逐渐转

变成双峰结构并最终消失，与其他s波配对超导体有类似之处。

2、准粒子散射与杂质散射

其次，为了进一步揭示单层FeSe电子结构与配对性质，使用STS 

mapping方法可以得到准粒子散射图样。众所周知，在接近超导能隙边缘，

准粒子散射主要由Bogoliubov quasi-particles产生。在非磁性杂质散射下，散

射势保持时间反演对称，能隙函数保持符号不变的散射强度将会减弱，而变

号的散射强度将会增强。如果在有无磁场条件下比对准粒子散射图样，我们

会看到磁场下的磁通涡旋等价于新引入磁性杂质，散射势不再满足时间反演

对称，能隙函数保持符号不变的散射强度将会增强，而变号的散射强度将会

减弱。借助这两个视角，通过对准粒子散射图样的观测，可以为超导配对对

称性提供清晰的证据。

封东来和张童的工作揭示出，

无磁场情况下，FeSe/STO（001）体

系接近能隙边缘处散射特征强度随

能量变化呈现出同一化特征，而加磁

场后散射特征呈现出整体略微减弱趋

势。这一现象可能是源于超导电流产

生多普勒位移，导致散射强度整体减

弱，暗示了FeSe/STO（001）体系的s

波配对特性。同时，不同配对对称性

的超导准粒子对于磁性和非磁性杂质

散射表现出不同行为。通过引入磁性

和非磁性杂质，的确观察到杂质散射

对STS、谱的不同影响：Cr和Mn等磁

性杂质可以引起明显的局域态，并且

抑制超导相干峰；而Zn、Ag、K等非

磁性杂质则没有引起明显的局域态。

上述实验结果均与符号不变的

s波配对对称性超导体行为一致，

进一步印证了FeSe/STO（001）体

系是s波配对的超导体。

图4 磁性与非磁性
杂质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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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通讯》发表南京大学缪峰教授、王伯根教授研究组
 石墨烯压电性质研究重要进展：二维也可以压电

石墨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它是一种非常

软的矿物质，但被剥离成一个碳原子厚度的石墨

烯后，性能则会发生很大变化，其断裂强度比最

好的钢材还要高200倍。同时它又具备很好的弹

性，拉伸幅度能达到自身尺寸的20％。不仅如

此，石墨烯作为一种透明材料却又同时具备非常

好的导电性，电子在其中的运动速度可达到光速

的1/300，远远超过了电子在一般导体中的运动

速度。

石墨烯的种种特性吸引了人们来探索它在众

多领域的应用价值，其中就包括利用其透明导电

及柔韧的性质做成柔性显示器、压力传感器等。

要探索这方面的应用，我们需要先把它的机电性

质好好研究一下。

最早，人们关注的只是集中在单层石墨烯的

压电性质，很多研究小组发现，单层石墨烯具有负的压电电导性质，也就

是说，当在石墨烯上施加压力被拉伸后，单层石墨烯的导电性会变差。这

其实很好理解，应力会拉伸石墨烯的晶格，使石墨烯的晶格常数变大，进

而使得电子的运动从一个格点跳到另一个格点变得更难。我们也可以这样

理解，如果我们把石墨烯条带比作从南京到北京的一条高速公路，把里面

运动的载流子比作高速公路上高速运行的小车。小车在这条高速公路上运

行中间会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决定了石墨烯电阻的大小。当石墨烯晶格

变形以后，这些障碍会变得更多，这直接降低了小车的运行速度，更减小

了整条高速公路的输运能力。

考虑到多层石墨烯是由单层石墨烯依靠范德华力堆叠而成，施加应力

后会改变层与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可能会影响石墨烯的导电性质，那会

诱导不同于单层的压电性质吗？

基于这个想法，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缪峰教授研究

（a）悬浮石墨烯电子器件光学显微镜
图片；（b）压力调制电导显微镜装置
示意图；（c）不同层数悬浮石墨烯器
件相对电导变化随石墨烯应变的变化
关系曲线；（d）垂直压力施加状态下
三层石墨烯晶格结构畸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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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系统探索了石墨烯层间耦合作用对其机电性质的影响，他们利用微加工

工艺在二氧化硅衬底上制备了一系列微米尺度沟道，再利用机械解理法得

到了不同层数的悬浮石墨烯，最后利用可校准掩膜板工艺成功制备了悬浮

石墨烯电子器件。这种制作石墨烯悬浮器件的方法避免了传统湿法工艺的

缺点，可得到高质量的悬浮石墨烯器件（图a），为石墨烯本征压电性质

的测量提供了器件基础。利用基于原子力显微镜构建的压力调制电导显微

镜技术（图b），这项工作进一步系统研究了从单层到多层悬浮石墨烯的

压电性质，首次发现了多层（层数大于或等于2）石墨烯中正的压电电导

效应，并发现该效应在三层石墨烯中表现最明显（图c）。缪峰教授研究

组与王伯根教授研究组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乔振华教授研究组开展了

进一步合作，基于非平衡格林函数和第一性原理计算的理论研究表明，这

个新奇的现象来源于石墨烯层间耦合作用和层内电子跃迁的相互竞争（图

d）。单层石墨烯体系里只有层内的电子输运，因此表现出负的压电电导

效应；而多层石墨烯体系由于存在层间耦合作用，并且该耦合作用受到层

数和应力的调控，最终表现出跟随层数和应力变化的正的压电电导效应。

施加压力以后，多层石墨烯反而变得更导电了！该怎么去直观地理

解这种违反直觉的实验结果呢？其实我们可以继续从刚才提出的高速公路

图像去理解。不加应力的情况下电子可以在每一层单独地运动，也可以从

其中一层跑到相近的另一层继续运动，这种层内的输运和层间的跃迁共同

决定了多层石墨烯的本征电导，就像是规定了南京到北京这条高速路的宽

度和障碍的多少。当我们在这条石墨烯条带的某个区域施加应力以后，施

加应力的地方由于存在层间的相互耦合作用以及一定的杂质，会改变一种

叫做在位能的势能，改变的效果就如同把这条高速公路的某个路段（比如

山东路段）的路给加宽了，这在整体上的效果就是降低了整条路的障碍密

度，进而增加了整条高速路的输运能力! 该项工作丰富了人们对石墨烯的

本征机电性质的理解，指明了石墨烯层数在构建基于石墨烯的纳米机电系

统和柔性电子器件中的重要作用。基于这项发现，研究组已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一项，目前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该工作相关论文以“The positive piezoconductive effect in graphene”

为标题，于2 0 1 5年9月11日发表在《自然  •  通讯》杂志上（Natu re 

Communications 6, 8119 （2015）,链接: www.nature.com/ncomms/2015/150911/

ncomms9119/full/ncomms9119.

html）。该工作主要由中心成员

单位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合作完成。邢定钰院士直接参

与和指导了本文的工作。南京大

学物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康开展

了实验工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博士研究生王科和南京大学物理

学院赵为博士进行了理论工作，

通讯作者是南京大学缪峰教授、

王伯根教授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乔振华教授。相关研究得到科技

部“量子调控”国家重大科学研

究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项

目、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展计划（973计划）、江苏省杰出

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部协同创新计划等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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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周勇教授研究组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杂志》

有关晶面调控增强光催化CO2还原

过去几百年，人类在显著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生产活动中也有意无意地

为未来种下一些恶果，其中生产的大量无形、无色、无味和化学上高度稳定

的CO2气体即是一例。亡羊补牢未为晚，任何能够消弭大气中CO2含量而不

造成次生恶果的技术都备受欢迎和青睐。

CO2气体化学上高度稳定，要将其破坏且转换成某种有用的物质实属不

易。这好比一座陡峭的高山、一条险峻的鸿沟，科学上难以实现一步跨越。

取而代之的便是一些科学上的技巧与替代方案，而催化科技便是一类屡试不

爽的学问：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实现光催化CO2还原，使得自然界中丰富

的CO2和H2O借助光催化剂在太阳光照下还原成碳氢化合物和O2。这样的技

术既有利于解决CO2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有利于缓解能源危机。这一研究俗

称“人工光合成”，实在是好东西。

目前众人看好的人工光合成催化剂多是纳米材料。有趣的是，这些纳米

材料不同的外露晶面对于光催化还原过程的驱动作用可以很不相同。例如，

有些晶面在光照下利于收集光生电子、有些晶面则利于收集空穴，这样就实

现了光生载流子的空间分离，从而有效完成“人工光合成”过程。这里，光

生载流子的空间分离越远越好，否则它们会又再碰到一起而湮灭掉。然而，

既然是纳米材料，其尺度最多也就在几十纳米，注定了每个纳米晶体颗粒的

外露表面就不大可能相距遥远。由此看来，要避免载流子湮灭蔚为艰难，该

怎么办呢？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的周勇教授研究组选择了常

用的CeO2光催化剂来探索一些可能

的解决方案。他们通过简单溶液晶

体外延生长方法，合成了四棱柱修

饰CeO2八面体结构，其空间构型如

图（Fig.1）所示。有趣的是，这种

“张牙舞爪”的结构由八面体和由

其上延伸出来的一系列长长的四棱

柱组成，（111）晶面暴露于八面体

表面，而四棱柱表面则是（100）

晶面。理论计算表明，（100）面

的电子有效质量远远大于（111）面

的电子有效质量，而（111）面的空

穴有效质量大于（100）面的空穴

有效质量，并且（100）面的氧化

还原电位高于（111）面的电位。因

图1：通过特定制备获得的CeO2纳米
结构，其“张牙舞爪”的特点一目了
然。其中，（111）面包围的八面体
利于收留光生电子；而发散于空间
的四棱柱表面都是（100）面，利于
收留光生空穴。这一独特的空间布局
为避免光生载流子湮灭提供了一种方
案。图中也标出光催化将CO2转化成
甲烷的化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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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光生电子容易迁移至（111）面，而光生空穴易迁移至（100）面，有利于光

生电子和空穴的空间分离。这一“张牙舞爪”的结构特点为避免载流子因空间

相遇而湮灭提供了一种绝佳的方式，其巧夺天工之处令人赞叹。

周勇将这种结构的催化剂应用于光催化还原CO2成CH4反应。他们通过

调节（100）面暴露的四棱柱长度和数量，以提高光生载流子的分离和传输

效率，使光催化CO2还原的效率获得大幅度提升。实验表明，四棱柱垂直生

长的CeO2八面体结构在380 nm单色光照下表现出0.2%的量子效率，从而为

设计和制备光生载流子高效分离的光催化剂提供了重要借鉴。

当然，这一效率也许与我们熟知的光伏过程等比较实在是太低了。但是请

注意，这里是在making impossible，是要将极端稳定的CO2破坏掉，即在做科学

上“不可为而为”的事情。获得这一“低”的量子效率已实属不易！

该研究成果于2015年7月20日

在线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http://pubs.acs.

org/doi/abs/10.1021/jacs.5b05926）

上。论文第一作者为2013级博士研

究生李平同学，通讯作者是周勇教

授和邹志刚教授，该工作得到该工

作得到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南

京大学登峰计划(B) 等项目资助。

南京大学王炜教授研究组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

蛋白质折叠动力学研究重要进展

蛋白质的基本单位为氨基酸，而蛋白质的一级结构指的就是其氨基酸序

列，蛋白质会由所含氨基酸残基的亲水性、疏水性、带正电、带负电等特性

通过残基间的相互作用而折叠成一立体的三级结构。正确折叠的蛋白质执行

着众多生命体的基本功能，错误折叠的蛋白质不仅会使其失去原有的生物学

功能，还会引起一系列重大疾病，如疯牛病、老年痴呆症等。研究蛋白质折

叠的过程，可以说是破译“第二遗传密码”——折叠密码（folding code）的

过程。事实上，由于生命体特殊的环境因素，体内蛋白质的折叠往往还需要

有其他辅助因子的参与，如金属离子、二硫键（目前蛋白质数据库中已解析

的12万多个蛋白质结构中，就含有近10万对二硫键）等。这些辅助因子还对

蛋白质结构的稳定性、功能的执行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蛋白质折

叠过程中，辅助因子和蛋白质自身构象的折叠这种协作性的耦合过程非常复

杂，是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同时也激励着生物、物理、化学等不同

领域的研究人员不断参与进来，进行交叉融合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众多

重要的研究进展。

上世纪60年代，美国NIH著

名科学家Anfinsen其获诺贝尔奖工

作就是通过对含有二硫键蛋白质

牛胰核糖核酸酶的再折叠实验研

究，提出了蛋白质折叠的Anfinsen

法则，即去折叠的蛋白质在体外

可自发进行再折叠，决定其最终

折叠结构的信息包含在蛋白质氨

基酸序列之中。其指出在含硫键

蛋白质的折叠过程中，关键环节

就是二硫键的正确形成，但是在

含二硫键蛋白质的氧化折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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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二硫键的形成以及蛋白质

构象折叠的耦合协同过程是如何

发生的仍不清楚。特别是近50年

来，实验研究一直在争论到底二

硫键的形成促进了蛋白质折叠，

还是蛋白质折叠导致了二硫键的

正确形成。正确理解二硫键形成

在蛋白质折叠过程中的作用，对

揭示蛋白质折叠和错误折叠的物

理机制，以及寻找相关重大疾病

发生的致病机理具有重要的科学

意义。上世界 9 0年代初，美国

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统计物理学

家Peter Wolynes等人提出了蛋白

质折叠的能量面漏斗模型，在物

理上解释了蛋白质折叠的物理机

制，并推动了蛋白质折叠研究中

实验研究和理论以及分子模拟的

有效结合。但是，对于含有二硫

键蛋白质折叠研究中，由于缺乏

二硫键的形成和打开的有效物理

模型，很少有理论和模拟研究涉

及此方面工作，这也极大地制约

了含二硫键蛋白质氧化折叠机制

这一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炜教

授、秦猛副教授和美国马里兰大学Dave Thirumalai教授合作，通过他们近

年来的不懈努力，根据实验中影响二硫键形成和打开的主要因素（距离、溶

剂可及面积、方向等），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蛋白质折叠过程中二硫键氧化

和还原反应发生的物理模型，并模拟了牛胰蛋白酶抑制剂（BPTI）的折叠过

程，揭示了其氧化折叠的物理机制（如图1所示）。特别是他们的结果还阐明

了含二硫键蛋白质的折叠动力学过程中，由序列特征所决定的构象早期形成

将有效促进二硫键的形成，诠释了数十年来学界期望解决的二硫键在蛋白质

折叠过程中的作用。模拟中所展示的蛋白质折叠微观动力学过程，清楚地描

述了BPTI折叠早期所形成的发卡结构可有效促进二硫键Cys14-Cys38的形成，

进而诱导其他二硫键的形成。秦猛他们提出的物理模型和研究方法对探索富

含二硫键蛋白质折叠提供了通用和有效的手段，是蛋白质折叠动力学和功

能相关动力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对进一步研究蛋白质错误折叠的发生

以及探讨相关重大疾病致病的分子机理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如需进一步了解，请参考他们于2015年8月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上发表的论文（Protein folding guides disulfide bond formation，

M Qin, W Wang* and D Thirumalai*, PNAS, 2015, 112, 11241），以及论文

刊出后随即被美国著名科学网站phys.org刊登的专文报道（http://phys.org/

news/2015-08-simulation-reveal-role-disulfide-bonds.html）。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374148，11334004）和科技部973项目

（2013CB834100）支持。

图1：蛋白质BPTI折叠路径由多个
含有不同二硫键折叠中间体组成，
刻画了从完全去折叠态R（二硫键
全部被还原）到折叠态N（含3对
正确形成的二硫键）的折叠全过程
（A）。折叠过程中二硫键Cys14-
Cys38的形成和其周围-发卡结构
的折叠线性相关（B），该二硫键形
成时，-发卡结构已基本折叠完成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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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吴镝教授、丁海峰教授研究组在《物理评论快报》发表成果

有机半导体中纯自旋流的输运机制

有机半导体可以用来制备有机发光二极管、太阳能电

池和传感器等，由于有机半导体不同于无机半导体的一些

独特性质，其在应用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如基于有机半

导体的显示器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其中进一步

的提高有机显示器亮度的同时降低功耗是一个重要的研究

方向。载流子的自旋在有机半导体的发光中发挥着必不可

少的作用，因此人工调控载流子的自旋，是一种能够有效

改变有机发光二极管发光强度的方法，同时对其它有机半

导体器件的性能也可能有增强的作用。

一般的非磁性材料中，由于自旋向上和向下的电子数目相同，不能产生

自旋极化的电流。铁磁性材料在费米面上不同自旋方向的电子态密度不同，

因此铁磁性电极可以产生自旋极化的电流和从而发生自旋相关的效应。另外

还有一类非常奇特的自旋极化电流，被称为纯自旋流。纯自旋流是指自旋方

向相反，数目相同的电子沿相反方向运动（或者是通过自旋波的形式传播自

旋流）。这意味着纯自旋流中没有净的电荷流动，即电流为零，这使得利用

纯自旋流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可以获得功耗很低的器件。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南京大学吴镝和丁海峰研

究组合作，采用自旋泵浦的方法实现从铁磁绝缘体YIG（Y3Fe5O12）向有机

半导体Alq3薄膜中注入纯自旋流，通过金属钯的逆自旋霍尔效应来检测经过

Alq3薄膜输运后的纯自旋流。在之前的研究中，认为有机半导体薄膜中纯

自旋流的输运存在Hanle效应。经过系统实验研究，该论文澄清有机半导体

薄膜中并不存在Hanle效应；同时发现Alq3中的纯自旋流输运不受温度的影

响。这两个实验结果与理论预言的局域极化子之间交换相互作用作为媒介的

自旋输运机制相吻合。交换相互作用的输运机制中自旋和电荷的输运是分离

的，电荷的输运是通过电子在分子上的跃迁完成，自旋是通过局域电子自

旋的交换相互作用输运，类似于

自旋波在铁磁绝缘体中纯自旋流

的输运，它并不需要自旋从一个

电极运动到另一个电极，如图1所

示。

该研究论文“E x c h a n g e -

Dominated Pure Spin Current 

Transport in Alq3 Molecules” 最近

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5, 086601（2015））发

表。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国家重大研究计划的资

助。

图1：自旋在Alq3分子中以交换相互
作用的机制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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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石墨烯（Grahene）材料被发现以来，由于其优异的物理

和化学特性而深入人心。以此为出发点，类石墨烯结构的其他二维

晶体材料引起了物理学家和材料学家的广泛关注。例如，以硅原

子、锗原子和锡原子替代碳原子而形成的硅烯（Silicene）、锗烯

（Germanene）和锡烯（Stanene）晶体，它们可以具有比石墨烯更

加新奇的物理性质。迄今，国际上已研制出硅烯、锗烯。它们拥有

良好的导电性，但从理论上来说，锡烯更胜一筹。理论学家预言，

如果把锡烯加工成窄带，电子会只喜欢在窄带的边缘上运动，而不

会和其他电子或者原子发生碰撞，就好像是在理想高速公路上行驶

的汽车。锡烯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种能在常温下达到100％导电率

的超级材料，能够导电，但不会产生废热，在未来更高集成度的电

子器件应用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锡烯在理论上是一种非常理

想的新型量子材料，但如何在实验上制备出锡烯材料是一项重大的

挑战。

最近，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上海交通

大学物理与天文系钱冬和贾金锋教授领导的实验团队，在这一研

究方向取得重要突破。他们将大块的金属锡在真空条件下气化，

使锡原子在半导体碲化铋晶体表面重新排列，实现锡烯二维晶体

薄膜的人工生长。研究团队精确确定了锡烯薄膜的原子排列结构

和电子分布规律。美国斯坦福大学张首晟教授

和清华大学徐勇副教授提供了理论计算支持。

锡烯薄膜的实验实现，为开展其物性研究打开

了大门，该研究成果以“Epitaxial  growth of 

two-dimensional stanine”为题发表在《自然•材

料》（Nature Materials 14, 1020 （2015）, DOI: 

10.1038/NMAT4384）。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是

博士生朱锋锋、陈维炯以及徐勇博士。此项研究

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组部、

上海市科委的大力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贾金锋教授和钱冬教授研究组

在二维晶体新材料——锡烯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锡烯薄膜电子能带结构

锡烯薄膜表面形貌图

锡烯薄膜原子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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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本文要触及的团簇

莫特绝缘体就是一个这样的凝聚态物理体系。

传统的莫特绝缘体是指当电子的相互作用足够强时，电子在晶格上的

运动受到了限制，电子局域到晶格点上，形成绝缘体。团簇莫特绝缘体则

是一类新的绝缘体，它与传统的莫特绝缘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团簇莫特

绝缘体中，电子不是局域到晶格点上，而是局域到一些小的团簇上，所谓

的晶格是由这些团簇组成的。如图1a所示，Pyrochlore晶格就是由共享顶

点的正四面体构成的，组成这个晶格的团簇就是正四面体。

复旦大学陈钢教授研究组在《物理评论快报》发表工作

凝聚态物理中的层展规范场和分数化的原激发

近代物理学一直以来是以还

原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只要

我们足够理解了物质世界的最基

本构成，就可以以此为基础构建

了整个物理学的体系。这一构想

无疑是伟大和令人激动的。二十

世纪的基础物理学若干巨大发展

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也成

就了物理学这种还原论的框架。

然而，物理学很多领域的研究已

经有了足够的积累，使得我们甚

至可以对这一框架展开一些修正

或者补充，而如果能够重构她将

会更加令人激动！

描述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基

本理论是一个规范理论，比如高

能物理的标准模型就是一个规范

理论。事实上，二十世纪末期开

始，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还原论

哲学的不足，并且越来越多的理

论进展指出凝聚态体系中也可以

通过层展现象产生某些与构建这

些体系微观组成完全不一样的物

理。因此，在真实的凝聚态体系

中找到层展规范场和分数化的原

图1. （a） 在pyrochlore晶格上1/4 占据的团簇莫特绝缘体。 （b） 3粒子的集体的关
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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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硬壳玻色子的整
体相图，CMI代表团
簇莫特绝缘体。

图3. 低温的比热和
熵的行为，其中虚线
为低能场论得到的结
果。

图4. 层展的电场关联
函数，其中虚线为低
能场论得到的结果。

与传统莫特绝缘体类似，在团

簇莫特绝缘体中，团簇局域化是粒

子相互作用导致的，和粒子本身的

统计性质没有直接的关系。此时，

我们可以不去理睬粒子服从费米统

计还是玻色统计。团簇莫特绝缘体

的概念既可以应用于费米子，也可

以应用于玻色子。虽然具体的材料

都是电子体系，然而电子体系的模

型在做蒙特卡洛计算时会碰到著名

的符号问题，因此很难做仔细的分

析。另外电子还拥有自旋，这会带

来另外的复杂度。怎么办呢？

物理学者大多善于“曲线救

国”，他们开始退而求其次，去解

决不带有自旋的硬壳玻色子模型。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成员，复旦大学陈钢教授研究组

和安徽师范大学吕建平教授、中国

科技大学邓友金教授、中科院物理

所孟子杨研究员合作，通过理论计

算和数值模拟预测出三维团簇莫特

绝缘体是一个崭新的量子态，而且

它的低能物理可以支持层展规范场

和分数化的原激发。也就是说，这

个物理已经开始要对还原论进行修

正了。这个工作发表在《物理评论

快报》（Phys Rev Lett 115, 037202 

（2015）），其中复旦大学陈钢和

物理所孟子杨为通讯作者。

在这个模型中，作者加入了近

邻粒子跃迁和相互作用，通过量子

蒙特卡洛计算，第一次得到了这个

模型的整体相图（见图2）。虽然

粒子局域在一个一个的团簇中，但是它们可以在团簇里运动。要特别强调

的是，粒子在各自所在团簇里运动不是独立的，而是关联的（见图1b）。

正是这种关联运动导致了系统在低能时会出现层展的规范场和分数化的原

激发。因为这是一个三维体系，根据Polyakov的著名论断，规范场可以是非

禁闭的。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出系统的低能有效理论由一个紧致的量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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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高密度磁记录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巨磁电阻效应的发现。由

此及后，凝聚态物理中任何跟磁电阻有关的现象就会吸引眼球。所谓磁电

阻效应，简单而言就是材料电阻率在施加磁场前后会出现很大变化，这一

效应不仅提供未来技术上的储备，也是研究量子物理的一个重要指针。

一般的磁电阻效应多少都与自旋结构及其动力学过程相关，如磁性

多层材料中的巨磁阻效应（GMR）和锰氧化物中的庞磁阻（CMR）现

象，这些磁阻效应的一个特征是电阻在高磁场下会出现饱和。令人意外的

是，2014年10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Cava研究组首先在层状过渡金属硫族

化合物WTe2中观测到极其巨大的磁电阻（M. N. Ali et al., Nature 514, 205 

（2014）），并称之为XMR（extremely large magnetoresistance）。他们

的结果表明，当电流沿着WTe2晶体a轴而磁场沿着c轴时，该材料在温度

4.5K、磁场14.7T条件下的磁电阻可达到4.5×105 %，在磁场60T、温度

0.53K时磁电阻更是达到惊人的1.3×107 %，并且没有任何趋向饱和的迹

象。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Cava研究组提出电子和空穴数目的完美平衡是

出现XMR的原因。不过，这一观点的实验证据并不是那么充分。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复旦大学李世燕研究组针

对这一问题，通过对WTe2单晶样品电阻的量子振荡测量，详细地研究了费

米面处的精细电子结构特征，并

通过施加压力来调控磁电阻的变

化，试图为揭示WTe2中XMR的机

理提供实验证据。这一企图的结

局是：磁电阻的确是在电子-空穴

费米面的精细平衡之间走钢丝，

从而变得巨大而没有终点。

李世燕教授等系统测量了

W Te 2在不同压力下的磁电阻行

为，如图1所示。首先，他们对

强磁场（至14 .5T）及低温（至

0 .3K）下电阻的Shubn ikov -de 

Haas（SdH）振荡行为进行仔细

分析，揭示出：在零场下，振荡

的傅立叶分析显示出四个主要振

荡频率，如图2（b）所示。这一

特征表明W Te 2中存在四个费米

《物理评论快报》发表复旦大学李世燕教授研究组成果
 磁电阻在电子——空穴费米面平衡之间走钢丝的证据

动力学场论来描述。通过低能有效场论计算系统热力学性质和关联函数性

质，并与量子蒙特卡洛的数值结果进行对比。

令人激动的是，通过拟合低温比热，得到了层展规范玻色子的速度，

也就是量子电动力学中光子的光速！同时通过拟合关联函数也得到规范玻

色子的速度。这两种不同的拟合方法得到的速度竟然是一致的，从而更加

有力地说明系统低能物理可以由一个紧致的量子电动力学的场论来描述，

其中物理令人激赏，也体现了物

理学日新月异进程中的一个美妙

时刻！这一工作也许是层展凝聚

态物理的一个很好的注解，其后

续效果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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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不同压力下WTe2单晶的磁阻行为。可以清
楚地看到，随着压力的增加WTe2的磁阻有一个显
著的下降，并且其量子振荡行为也发生了变化。

图2：不同压力下WTe2磁阻振荡的傅里叶分析图。零压下可以清楚地观察
到四个主要振荡频率，对应四个费米面，如（a）中所示。随着压力增加，
其中一对电子和空穴费米面消失，而剩下的另一对电子和空穴费米面的相
对尺寸在不断增加。

面，分别为第一布里渊区沿Γ-X方向的两对电子和空穴费米面，

如图2（a）所示（参见J. Jiang et al., Phys. Rev. Lett. 115, 166601 

（2015））。其次，外加压力增加会导致磁电阻出现显著下降。

通过对振荡行为分析，揭示出一定压力下该体系费米面结构发生

了改变，其中一对电子和空穴费米面消失，而另一对电子和空穴

费米面的相对尺寸不断增加。这一结果支持了电子和空穴数目的

完美平衡是导致WTe2出现XMR的原因。

这一成果于2015年7月28日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快报》

（P. L. Cai et al., Phys. Rev. Lett. 115, 057202 （2015）），论文

第一作者为复旦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蔡鹏林同学，通讯作者

为复旦大学物理系李世燕教授。该工作的WTe2单晶样品由美国

Tulane大学物理系毛志强教授课题组提供。

该项目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

以及上海市教委和科委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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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修发贤教授、李世燕教授、

赵俊教授研究组在强磁场下狄拉克半金属朗道能级劈裂和拓扑相变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Landau level splitting in Cd3As2 under high magnetic 

fields》于2015年7月13日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6, 

7779 （2015）, DOI:10.1038/ncomms8779）。该工作是由复旦大学物理系和

武汉国家脉冲强磁场中心、中科院物理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单位合作

完成，论文的第一单位是复旦大学物理系，通讯作者是修发贤教授。

狄拉克半金属是一种新型拓扑量子材料，受晶格对称性保护，其能带上

具有简并的狄拉克锥结构，被称为“三维石墨烯”。近期多项研究表明，砷

化镉是一种典型的狄拉克半金属，并且具有超高电子迁移率和超大磁阻。另

外，狄拉克半金属可作为一系列其他新奇量子态的母体材料，在某些对称性

被打破的情况下，体系会相应演化成拓扑绝缘体、外尔半金属和拓扑超导体

等。进一步研究这些对称性破缺诱导的相变能使人们对拓扑量子材料有更为

深刻的认识，由于三维狄拉克半金属在高维度拓扑材料、拓扑相变等基础领

域和量子计算、高迁移率导电材料、磁感应器等应用方面的前景，国际上已

经兴起一场关于狄拉克半金属的研究热潮。

为深入探究狄拉克半金属在对称性破缺下的物态演化，修发贤教授课题

组和武汉国家脉冲强磁场中心的李亮、夏正才教授合作，利用高达52T的脉

冲强磁场对砷化镉的量子输运进行测量。观察和分析量子震荡随强磁场的变

化，可以反推出材料的朗道能级和Berry相位。研究发现，在强磁场作用下

会破坏简并形成朗道能级劈裂，其随磁场角度的依赖关系说明轨道耦合和塞

曼作用同时对劈裂产生贡献。另外，实验中发现Berry相位在强磁场下出现

各向异性，关于磁场角度有个系统的非平庸到平庸的变化。这一实验证明晶

格对称性在强磁场下被破坏，体系

从狄拉克半金属变成拓扑绝缘体，

同时部分角度下的非平庸相位可能

是轨道耦合作用引起能带交叠，根

据理论，该作用会诱导外尔费米子

的形成。这一研究是国际上第一个

关于狄拉克半金属磁致相变的实验

研究，并提供了实验上形成外尔费

米子的另一途径。

该工作得到国家青年千人计

划、上海浦江人才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

砷化镉在强磁场下的朗道能级劈裂和
Berry相位演化

复旦大学修发贤教授、李世燕教授、赵俊教授研究组

在狄拉克半金属强磁场输运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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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材料中的新物理：WTe2中的奇特量子行为

特约评论员   陈仙辉

层状过渡金属硫化物作为种类众多的一类材

料具有很多种有趣的物理行为，例如电荷密度波、

超导、激子、半金属、各向异性的电子结构和晶体

结构等，同时这类材料在催化、润滑和充电电池材

料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早期的凝聚态物

理研究中，这类材料被作为标准的材料模型，其电

子和晶格的自由度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近年来，随

着人们对低维材料中的新奇量子现象投入更多的关

注，层状过渡金属硫化物也从新的层面展示了其独

特的魅力。

WTe2是一种研究历史比较久远的材料，上世纪

60年代开始，理论和实验研究已经开始对其电子输

运行为和能带结构进行了探索。但是，这类老材料

常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2014年10月，普林斯顿大

学Cava 研究组在《自然》上报道指出WTe2在低温

和强磁场下电阻率能够发生5个数量级的变化，而

且其磁阻还没有呈现饱和的迹象。这是人们第一次

发现这样奇特的物理行为，因而WTe2得到了广泛的

关注。从简单的电子输运模型来理解，这种现象很

可能来源于电子载流子和空穴载流子之间的精细平

衡。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

人员在相关方面的探索中发现了重要新现象。宋凤

麒、杨昭荣和万贤纲等研究组通力合作，从理论和

实验方面展示了高压下WTe 2的磁阻行为迅速被压

制，甚至在16.8 GPa压力下能够得到7 K的超导转

E E

Kx

Ky Ky

Kx

变。另一方面，宋凤麒、封东来和万贤纲研究组对

WTe2的电子结构进行了精细的研究。他们利用角分

辨光电子能谱获得了分辨率极高的能带结构数据，

表明电子和空穴浓度近乎完美的相等。更进一步，

他们证实这种材料里轨道和自旋自由度之间存在强

的耦合，在费米面上的分布存在复杂的变化。这些

研究结果揭示了WTe2这种材料中的有趣量子现象，

完全超越了简单电子输运模型。这些工作无疑将推

动相关领域的发展。

此外，这种材料中存在较强的自旋-轨道耦合、

半金属、独特的对称性、高度各向异性等特性，这

预示着这类材料有更多的反常量子行为和新的物

理。随着不断深入地研究，将有更多的未知和惊喜

等待我们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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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是世界上最薄的材料和严格的二维体系，自

2004年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K.Geim与K.S.Novoselov

成功剥离以来，因为其丰富的物理特性和广泛的应用前

景，迅速成为凝聚态物理研究领域中的热门材料之一。

在物性测量和器件制备中，将石墨烯悬浮可以大幅降低

带电杂质、声子以及褶皱散射，器件的载流子迁移率得

到显著提高，并观察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因为同时具备了良好的机械性能，悬浮态石墨烯还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通过施加应力来研究应变和其电学

性质之间关系，并最终实现性能调控的理想实验平台。

由于石墨烯具有独特的层状结构，已发现层间耦合对石

墨烯电子结构和电学性质影响很大。那么，层间耦合作

用是否可以用来调控石墨烯机电性质？

最近，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科

研人员发现，单层石墨烯体系里只有层内的电子输运，

因此表现出负的压电电导效应；而多层石墨烯体系由于

存在层间耦合作用，并且该耦合作用受到层数和应力的

调控，最终表现出跟随层数和应力变化的正的压电电导

效应。这个结果的获得，是利用微加工工艺在二氧化硅

衬底上制备了一系列微米尺度沟道，再利用机械解理法

得到了不同层数的悬浮石墨烯，最后利用可校准掩膜板

工艺成功制备悬浮石墨烯电子器件。该方法避免了传统

湿法工艺的缺点，可得到高质量的悬浮石墨烯器件（图

a），利用基于原子力显微镜构建的压力调制电导显微

镜技术（图b），他们系统研究了从单层到多层悬浮石

墨烯的压电性质，首次发现了多层（层数大于或等于

石墨烯层间耦合调控压电电导效应

特约评论员   沈健

（a）典型悬浮石墨烯器件光学图片和SEM图片；（b）压力调
制电导显微镜装置示意图；（c）不同层数悬浮石墨烯器件相对
电导变化随石墨烯应变的变化关系测量结果；（d）垂直压力施
加状态下三层石墨烯晶格结构畸变示意图。

2）石墨烯中正的压电电导效应，并发现该效应在三层

石墨烯中表现最明显（图c）。基于非平衡格林函数和

第一性原理计算的理论研究表明，这个新奇的现象来源

于石墨烯层间耦合作用和层内电子跃迁的相互竞争（图

d）。该项工作丰富了人们对石墨烯本征机电性质的理

解，并指出石墨烯层数在构建基于石墨烯的纳米机电系

统和柔性电子器件中的重要作用。本工作以《石墨烯中

正的压电导性质》（The positive piezoconductive effect in 

graphene）为题发表在9月11号的《自然 • 通讯》（Nat.

Commun.6:8119（2015））上。

在本文准备发表期间，Nature 杂志发表了佐治亚理

工学院王中林教授小组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在弯折和

释放MoS2薄层的时候，奇数层的MoS2薄层能够产生震荡

的电压和电流输出，而偶数层的则没有这种现象；《自

然•纳米技术》发表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翔教授小组

的工作，他们用原子力显微镜研究了不同层数悬浮MoS2

的压电效应，也发现只有奇数层的MoS2具有本征的压电

响应。这两个工作中奇特的随层数奇偶变化的压电性质

是由于中心反演对称性随层数周期性的消失与出现导致

的。

目前为止，在石墨烯和MoS2中都看到了应力下的电

学性质随层数的奇特变化。我们想知道，在目前已经包

括了上百种成员的二维材料库中，在引入了应力的调控

手段后，是否还有更多有趣的物理现象在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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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访谈录

张富春教授访谈
近日，《微结构通讯》编辑部有幸专门书面采访了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千人计划”学者、浙江大学张富春教授。张教

授围绕中心如何创新，如何组织协同，提出了他的宝贵看法和见解。以下是

张富春教授的主要观点，与诸位读者分享：

我想就中心的协同创新说一点看法。我们中心是研究人工微结构的。如同凝聚态物理

其他领域，人工微结构覆盖很广泛的分支和课题，其研究基本上是由各课题小组完成。这

种以小组为主要模式的研究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为半导体、激光等现代技

术和工业奠定了科学基础。凝聚态物理的这种研究模式同时也给我们中心如何协同提出了

挑战。

有些科学专项目标比较单一，如LHC探索Higgs波色子，以及大亚湾中微子振荡实验，

均属于大型工程。在这些大项目中，所有人员都为一个目标，协同概念比较清楚。我们中

心研究内容和目标都很多样化。我觉得, 中心应以创新为核心，以协同助创新。中心不同

单位各课题组的研究互补，这本身就是一种协同。中心成立近两年来，也有不少合作研究

创新的范例。随着中心成员更深入地互相了解，协同创新必将更加发扬光大。从中心管理

层面来说，为了促进协同，可以组织举办专题研讨会，以小型研讨会为主，研讨某一特定

课题的主要问题和方向，互相交流。这样的研讨会容易准备，也给有关研究小组的博士后

及学生们之间创造一个可深入交流的平台。学生们的合作科研可带动中心各研究组之间的

协同创新。

我们中心有做实验的，也有做理论或计算的。在理论与实验互动方面也应加强。理论

物理学家可在教学任务较轻时去中心其他兄弟单位访问一段时间，与有关实验物理学家比

较深入讨论一些问题。这应当是可行的, 他们的博士后或学生也可以起互动桥梁作用。

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与量子调控的其他科技部的合作项目也可以综合考虑，加强合

作。协同创新中心的未来需要全体中心人员的努力。我们如能在发展中建设一支有密切和

长期合作的团队，将是中心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