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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自然 • 化学》杂志最近刊登了美国Tulane University化学系Bruce Gibb的一篇评

论，提到最近几年物理学与化学的竞赛结果是物理学3:0完胜化学。作者列举了物理学

最近的三个重大突破：Higgs boson的发现、Super-Earth Planet 9的观测、引力波的探

测。有点遗憾的是凝聚态物理学包括凝聚态光学领域并无成果入Gibb先生的法眼，即

便是像拓扑绝缘体、Weyl半金属和新材料黑磷这些对我们而言重要的进展，即便是微

结构协同中心在预言Weyl半金属拓扑量子态和发现黑磷方面都有原创性的贡献。

本期展示了过去几个月来中心成员单位的一系列创新性成果，都很新颖，也都很

重要，从一个层面展示了我国凝聚态物理学研究欣欣向荣的局面。不过，凝聚态物理

学需要有更大的突破，需要有很多成果能够真正地走向技术和产品层面、走进我国的

重大重点专项计划之中，从而能够进入到Gibb先生的short-list中。我们希望，石墨烯能

够不仅仅是做超级电容器和储能介质材料，MoS2不仅仅是展示优雅的电子结构与输运

特性，拓扑量子态不仅仅是线性色散关系和高迁移率，如此等等。

借用Gibb先生的一句话：Regardless, can someone, some innovative 
center, please change that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timeline in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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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管委会
第七次、第八次会议简报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管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6年1月29日在南京大学举行。

中心管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16

年3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中心管委会第七次会议由中心

主任邢定钰院士主持会议，中心管

委会主任施毅教授报告主要工作，

汇报中心重点工作计划，并提请管

委会研究讨论。

会议祝贺中心成员，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陈仙辉教授和南京大学邹

志刚教授当选中科院院士，中心联

合主任张翔教授当选中科院外籍院

士。会议审议了中心第五次全体会

议和第六次视频会议以来的主要经

费使用情况。

经管委会充分讨论，中心决定

在绩效津贴分配时划拨专门经费用

于奖励中心2015年度重点成果。

会议决定努力推进人才培养工

作，打造具有本中心特色的暑期联

中心管委会第七次会议一角

中心管委会第八次会议



5

中心之窗   News & Events

CICAM Bulletin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
南京大学陈延峰教授等获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6年1月8日，2015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成员，南京大学现代工

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陈延峰教授等

完成的研究成果“声子晶体等人

工带隙材料的设计、制备和若

干新效应的研究”荣获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该项目发现了声子

晶体等人工带隙材料中的新效应

并研制了一系列新材料和原型器

件：发现了声波在声子晶体中负

折射和双负折射的新规律，被评

为“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提出“波矢跃迁”新原理并实现

了声波二极管。《科学》等杂志

对此做了亮点评述：发现了声波

异常透射效应及声表面倏逝波，

拓展了声波亚波长材料与器件的

研究领域。这些发现在这个领域

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声功能材料

与器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合课程。会议还决定3月26日在上

海交大召开中心管委会第八次会

议。

中心管委会第八次会议由中心

主任邢定钰院士主持会议。中心管

委会主任施毅教授报告前期工作,并

提请会议讨论决定若干重点工作。

由中心资助，与自然集团合办

的NPJ刊物QuantumMaterials签约

仪式于2016年3月1日在南京大学举

行。中心成员，南京大学刘俊明教

授担任该刊物的执行主编。

会议细化和确认了中心2015年

度十大重点成果奖励和评审办法。

强调了中心绩效津贴分配原则，要

求各单位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制定详

细执行方案。方案应突出绩效，切

忌平均主义。

会议讨论并部署了中心成员岗

位聘任合同续签工作、优秀博士后

评选工作、学生\学者论坛筹办工

作。再次明确了暑期联合课程相关

事宜。中心管委会第九次会议预计

将于五月上旬在南京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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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成员，复旦大学物理系封东

来教授课题组完成的项目“铁基超

导体电子结构的光电子能谱研究”

获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6年1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国

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

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大会并向获奖代表颁奖。

高温超导电性是凝聚态物理最

前沿的问题之一，有重大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价值。封东来教授领衔开

展的“铁基超导体电子结构的光电

子能谱研究”，率先发现新的一类

铁基超导体的电子结构，挑战了之

前的铁基超导主流理论,被美国物理

学会认为是一场“暴风雨似的重大

发现”。该项目以电子结构为突破

口，利用先进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技

术获得了铁基超导中电子的微观信

息，揭示出超导电性和磁有序现象

的机理，做出了多个原创性的发现

和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率先发现新

的一类铁基超导体的电子结构并给

出了第二类铁基超导体母体相的电

子结构；率先确立第一类铁基超导

母体材料磁有序态的电子结构微观

特征；率先实验确定铁基超导中复

杂的多轨道电子结构并给出多个系

列铁基超导的详细电子结构，独立

发现了第一类铁基超导能隙的三维

特征及轨道依赖关系。这些成果为

理论和其它实验研究打下了基础，

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国内外铁基高温超

导电子结构和机理的实验研究。累

计发表论文19篇，论文共被引用714

次，其中被他人引用525次。

中心派员赴美开展多项宣讲活动

2016年3月13日-3月19日，人工

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联合

南京大学人力资源处、南京大学物理

学院组建宣讲代表团，前往美国巴尔

的摩开展宣讲活动。代表团由南京

大学人力资源处王振林处长和南京

大学物理学院李建新院长带队。利

用北大、清华、复旦、中科大、南

大等五校联合在2016年美国物理学会

年会（March Meeting）召开“China 

Night”招待会的时机，进行了海外

高层次人才政策宣讲、中心NPJ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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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获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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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等活动。

代表团在APS年会会场布告栏

提前张贴宣传海报并积极向与会科

学家散发相关人才政策及中心NPJ

刊物Quantum Materials的宣传材料。

在“China Night”人才招聘及宣传

展台，与国内物理学科名校一道，

积极延揽国际一流人才。王振林处

长、李建新院长等亲自宣传南京大

学物理学院、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的人才需求情况与

引进政策，耐心与海外学子就各种

个性化需求进行探讨和深入交流。

王振林处长站在人才工作全局的高

度，将最新的关于高层次人才的政

策和动态进行了宣传。同时，对在

海外高层次人才最为关注的职称、

待遇、考核、博士后招聘等相关政

策方面给予清晰的解读，让海外学子

充分感受到我们求贤若渴的诚意。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联合主任、浙江大学张富春

教授，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成员、中科大陈仙辉院士

等也专门在宣传展台签名留念。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
中科大陈仙辉院士在南京大学展台签名留念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
浙江大学张富春教授在招聘会现场指导工作

物理学院院长李建新教授在“ChinaNight”
招待会现场宣讲

南京大学人力资源处处长王振林教
授在招聘会现场

南京大学学子摘取
2015年度国际大学物理竞赛金牌

在 2 0 1 6 年 1 月 1 5 日揭晓的

2015年度（国际）大学物理竞赛

（University Physics Competition，简

称UPC）中，来自南京大学物理学

院的缪浩然、李书桐、张艺泓团队

摘取桂冠。每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

将举办国际大学生物理竞赛，共

举办六届，南京大学从2010年开始

组团参加竞赛，都取得了好成绩。

2015年度是第六届UPC竞赛，来自

全世界143个团队参加了激烈的角逐，

共决出团队金牌2枚，银牌25枚，银牌

41枚。南京大学的其它3个团队也分别

获得银牌、铜牌和参与奖。

UPC竞赛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进

行，考察学生扎实的物理基础，建

模能力和计算能力，以及科技英语写

作、文献调研、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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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

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物理系的陈仙

辉教授研究组近期在拓扑半金属研

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组与

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夏正才教

授合作，在强磁场下测量狄拉克半

金属Cd3As2的转角磁阻并发现其量

子振荡相位随外磁场方向有从拓扑

非平凡到拓扑平凡的明显变化。相

关研究成果于在2015年11月27日以

“Angular-Dependent Phase Factor 

of Shubnikov–de Haas Oscillations in 

the Dirac Semimetal Cd3As2”为题

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5, 226401（2015））。

狄拉克半金属是一类当前备

受关注的热点材料，在它的能带结

构中，费米能级附近存在拓扑奇点

（狄拉克节点），其附近的电子态

满足线性的色散关系，占据这些态

的是相对论性的准粒子，即无质量

狄拉克费米子。特殊的电子结构会

导致一系列奇特的物性，比如量子

振荡相位中非平凡贝里相位π的贡

献，以及因电子背散射被抑制而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仙辉教授研究组进展两则——
一、狄拉克半金属拓扑性质的磁场调控

图示：(左) 不同磁场方向测得的Cd3As2磁阻振荡项，θ是磁场与晶体[100]方向的夹角。(右) 对
朗道能级指标的分析表明其中存在大小为π的振荡相位移动。

生的极高输运迁移率。根据现有理论，稳定的四重简并狄拉克节点的存在依

赖于晶体特殊空间群对称性的保护。对于四方结构Cd3As2来说，是其[001]方

向的四次旋转对称性（C4）保证沿该方向出现两个全同的狄拉克节点，而

C4对称性的破坏会造成狄拉克点被打开能隙，载流子产生附加质量，甚至

出现从拓扑非平凡相到非拓扑相的转变。在狄拉克半金属中，这种行为此前

一直没有被直接观测到。

陈仙辉教授研究组及其合作者在高达60 T的脉冲强磁场下对精确定向的

Cd3As2单晶进行磁电输运测量，并发现其量子振荡的相位以及载流子回旋质

量都随外磁场的旋转而出现明显的变化。随着磁场从[001]方向旋转到[100]

方向，振荡相位产生大小约为π的移动，载流子的回旋质量也出现明显上

升，这表明非平凡的贝里相位几乎被完全压制，系统在高场下进入近乎拓扑

平凡的状态。实验结果证明Cd3As2当中狄拉克节点的形成与晶体C4对称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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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

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物理系的陈仙

辉教授研究组近期在具有反常能带

色散的三维电子系统研究领域取得

重要进展。该研究组与复旦大学张

远波教授以及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

所邹良剑研究员合作，在层状半导

体黑磷（black phosphorus）中发

现压力诱导的电子结构拓扑相变，

并确认高压下黑磷的半金属相中存

在狄拉克费米子。相关研究成果

于在2015年10月28日以“Pressure-

Induced Electronic Transition in Black 

Phosphorus”为题发表于《物理评

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5, 

186403 (2015) ）。

具有线性色散能带和相对论

性准粒子的三维固体材料（包括

狄拉克半金属，We y l半金属和

R a s h b a半导体等）是当前凝聚

态物理学界研究热点，而拥有和

石墨类似的六角格子层状结构的

二、压力诱导的狄拉克半金属态

接相关，偏离四次轴所在的[001]方

向的强大外磁场会解除对四重简并

狄拉克节点的保护，使得狄拉克费

米子产生附加质量。实验中观测到

图示：(a) 黑磷中压力诱导的半金属态的电导率振荡，(b) 对朗道能级指标的分析表明其中存在
拓扑非平凡的振荡相位。

的振荡相位尖锐跳变并构成倾斜外磁场诱导拓扑相变的间接证据。这一工作对

于理解三维拓扑材料中拓扑奇点形成与晶体对称性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和中国

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资助。

元素半导体黑磷以其众多特殊的物性（如准二维性，窄直接带隙，

较大的面内各向异性和高载流子迁移率）而成为最近崛起的明星材

料。陈仙辉教授研究组和张远波教授研究组在黑磷的研究中做出多项

开创性工作，此前实现了以黑磷为材料基础的二维场效应晶体管（Nature 

Nanotech. 2014, 9, 372-377），并在黑磷量子阱中实现电场诱导的高迁移率

二维电子气（Nature Nanotech. 2015, 10, 608-613）。本次报道中涉及的研

究成果则在黑磷和狄拉克半金属两个近期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之间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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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联系。

陈仙辉教授研究组及其合

作者在电输运实验中发现黑磷单

晶中的直接带隙会在外加静水压

下逐渐关闭。在外加压强达到

1.2GPa时，黑磷会经历电子相变

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物态，这个高

压相具有典型的半金属特征，包

括反常大的正磁阻以及电子空穴

《物理评论快报》报道南京大学孟祥康教授课题组
 —— 在铁电材料的弹光效应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南京大学孟祥康教授课题组

与美国阿肯色大学合作，在铁电

材料的弹光效应研究方面取得重

图 1 ：  P b T i O 3的 四
个 相 的 折 射 率 随 应 变
（ a ） 、 晶 格 常 数 比
（b）和电极化（c）的
变化趋势图。

两种载流子的共存。对高压下半金属态的量子振荡分析结果表明其电子

结构中包括非常小的多重费米口袋和有效质量极轻的载流子，其中一个

费米口袋的量子振荡信号显示出拓扑非平凡的振荡相位，这说明该能带

具有反常的线性色散关系，其中载流子的本质则是狄拉克费米子。这一

工作是首次在输运测量中证明黑磷中存在奇异电子态，也是首次在实验

上观察到压力诱导的狄拉克半金属相，对于理解固体材料中相对论性准

粒子和反常色散能带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和中国

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资助。

要进展，其研究成果“Large Elasto-Optic Effect in Epitaxial PbTiO3 Films”

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5, 267602 (2015). DOI: 10.1103/

PhysRevLett.115.267602）。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陈兰博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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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作的第一作者。

铁电材料的研究已经开展了70多年，但主要集中在压电性质和介电性

质的研究，铁电材料的光学响应的研究却鲜有报道。目前，仅LiNbO3等少

数几种铁电材料的弹光性质被科学家关注，因此，铁电材料中的弹光系数

与电极化、晶格系数比等物理量的关系至今不为人知，研究这些机制能为

设计大弹光系数材料和新的光-机械换能器件提供新的思路。

南京大学和美国阿肯色大学合作团队设计了能获得巨大弹——光系

数的方案。该方案基于低对称性的铁电相，在应变场作用下，此铁电相

的电极化方向发生转动，晶格常数比连续变化。他们利用第一性原理方

法，以钛酸铅（PbTiO3）为研究对象，设计得到了目前最大的弹——光系

数材料。研究表明，PbTiO3在较小的拉伸应变下是四方相，在较大的拉

伸应变下是正交相，而在这中间大小的应变下是低对称性的单斜相。四

方相和正交相的折射率随应变大小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四方相折射率随

应变增大而增大，而正交相折射率随应变增大而减小，进而表现出四方

相和正交相的弹光系数的不同正负性。单斜相架起连接四方相和正交相

的桥梁，为使四方相和正交相折

射率相连，单斜相的折射率随应

变变化必然出现突变，这种突变

导致了极大的弹光系数。这项成

果推动了铁电、薄膜和光学材料

领域研究的发展，开辟了在铁电

材料中寻找强弹——光耦合效应

的新领域，并会引起机械、光学和

铁电等领域科学家的广泛关注。

该项研究得到了人工微结构科

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固体微结

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并

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的资助。

《自然・通讯》发表南京大学王枫秋教授课题组
 —— 碳纳米管-石墨烯复合薄膜高性能宽谱光探测器论文

石墨烯是零带隙的二维材料，高载流子迁移率及宽带光响应等特性

使其成为高性能光探测器的理想材料之一。然而，单层石墨烯较低的吸

光率和超快的光生载流子复合过程，严重制约了器件的光响应度。王枫

秋课题组长期从事碳纳米材料的光学和光电性质研究，在研究单根碳管

与石墨烯的界面电荷转移时，发现单根碳管和石墨烯可有效形成一维范

德华异质结，且当碳管为半导体型时，全碳界面展示出了显著的接触势

垒。根据该实验发现，我们首次提出将一维的碳纳米管和二维石墨烯结

合形成  “原子层厚”的复合薄膜，将有可能实现大幅提高的器件工作

性能。首先，石墨烯和碳纳米管具有完全相同的原子排布，这种几乎同

质的界面使得体系具有优异的电子迁移特性；此外，碳管和石墨烯复合

材料可通过化学气相沉积方法一步宏量获得，有望摆脱目前大多数二维

异质结器件对转移工艺的高度依

赖，克服器件无法大规模制备的

限制。最后，全碳材料界面处具

有丰富的调控自由度，为器件性

能的优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基于该新型全碳复合薄膜高

迁移率、宽谱光吸收以及可大面

积制备等特性，研究团队首次实

现了基于单壁碳管——石墨烯复

合薄膜的光探测晶体管。表征显

示，该新型光探测器可在整个可



12 微结构通讯

协同之
Breakthroughs & Milestones

光

2016_01

见光——近红外波段工作（400-

1550 nm），光响应度大于100A/

W（比商用水平高出1 - 2个数量

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全碳

界面处的高效电子迁移效率，器

件响应速度达100μs，比石墨烯-量

子点复合体系的响应速度提高了

三个数量级左右，展示了优异的

综合性能和实用化前景。该工作

为利用全碳材料体系实现高速、

阵列化、超高分辨率的实用光探

测器打下了基础。此外，本工作

也是国际上首次将二维/二维范德华异质结构扩展到了一维/二维结构。为

研究范德华异质结中量子局限效应引致的新奇物理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平台。基于这项发现，课题组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并已进入实审

阶段。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该工作重要的学术和实际应用价值，被2015年

CLEO大会（国际激光和光电领域顶级会议）选为邀请报告，是继1998年

闵乃本院士之后，南京大学在CLEO大会上第二次获得邀请报告。 

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王枫秋教授是这篇研究论文的共同第

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王欣然教授、施毅教授课题组参与了该研究工作并提供

了有力支持。本研究得到科技部“量子调控”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的资助。相关论文“Planar Carbon Nanotube-Graphene Hybrid 

Films for High-Performance Broadband Photodetectors”于2015年10月8日在线发

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6, 8589, （2015））

碳纳米管-石墨烯复合薄膜光探
测器感光部分为单根碳管和石
墨烯组成的一维/二维异质结，
器件展示了优异的响应速度
（100μs）、响应度（>100A/
W）、以及光学带宽（400-
155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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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吴骅教授研究组在《物理评论快报》发表工作
—— 预言了超大的磁各向异性能

在信息存储研究领域，低能

耗、高密度和原子尺度的量子调

控是未来信息存储器件的发展方

向。在这方面，表面嵌入式的分

子磁体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其

中大的磁各向异性能（Magnetic 

Anisotropy Energy，MAE）近

年来备受关注。大的M A E将产

生一个势阱来保护体系的磁化长

时间稳定在某个方向（易磁化方

向），使磁化免受热扰动的破

坏，进而有助于在原子尺度上实

现信息的稳定存储。

获得大的M A E主要取决于

三个因素：强烈的自旋轨道耦合

（Spin-Orbit Coupling, SOC）、

特殊的晶体场和大的轨道磁矩。

众所周知，在通常情况下，晶体

场将减弱甚至会淬灭轨道磁矩。

因此，寻找合适的配位场（例如

表面和衬底）来实现大的轨道磁

矩以及大的MAE，将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最近，Rau等人通过一

系列实验发现（Science 344, 988 

（2014）），吸附在MgO（001）

表面的单个C o原子具有巨大的

MAE，达到了3d过渡金属原子的

极限。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复旦大学物理系吴骅教

授研究组利用配位场理论，并结合密度泛函理论的计算，揭示了以上巨大

MAE的物理起因。Co原子稳定吸附在MgO（001）表面上O原子的顶位，它

处于一个特殊的四方对称性配位场，其电子能级分布如图1（a）所示。由于

较弱的配位场效应，洪特规则使Co3d7呈现高自旋组态。特别地，由于轨道

图1：配位场能级分布、自旋组态、以及自旋—轨道耦合作用

图2：过渡金属原子在MgO(001)表面的吸附位置以及相应的磁各向异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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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S 》发表南京大学吴兴龙教授研究组最新研究成果
 —— β- FeSi2纳米材料-室温磁性半导体的新星

1947年，第一支晶体管在贝

尔实验室问世，吹响了1958年德州

仪器公司第一个集成电路诞生的号

角，加快了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飞

速发展的步伐，促进了人们的工作

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了人

们的工作学习的方式。足不出户可

知天下事，人不离家照样能办事。

这一切得益于晶体管的不断微型化

和电子元器件的小型化。英特尔创

始人之一Gordon Moore预言每隔18

个月集成芯片的集成化度会增加一

多重态效应，Co原子并非处在配

位场理论所指示的轨道单态，而

是处于具有轨道简并度的能量基

态，如图1(b)所示。结果，SOC发

生显著作用，使得Co原子产生达

到原子极限的近3 μB的轨道磁矩

和近90 meV/Co的巨大MAE，它们

都指向表面的法线方向。这部分

结果很好地解释了上面的实验。

鉴于4d和5d过渡金属原子具

有更强的SOC，我们旨在其中寻

找具有超大MAE的材料。由于4d和5d轨道的退局域化和强配位场效应以

及弱的洪特耦合能，低自旋组态的Rh和Ir原子（Co的同族元素）具有弱化

的轨道简并度，如图1(c)所示，因而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与此形成强烈对

比的是，Ru（4d6）和Os（5d6）原子正好处在中间自旋组态，如图1(d)所

示；同时由于轨道多重态效应，它们与Co原子具有完全相同的轨道简并

态。结果很自然，Ru和Os原子更强的SOC将产生超大的MAE。我们的计

算发现，Ru和Os原子具有破纪录的MAE，分别为110 meV 和208 meV，如

图2所示。

以上结果于2015年12月17日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5, 257201 （2015）），欧学东和王洪博为该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这些成果为发展原子自旋器件和纳米尺度信息存储器件提供了新线索。

倍。40年来，这个预言得到了很好的证实。2013年Intel公司开始量产14nm晶

体管，然而半导体器件尺寸正在量子相干效应设定的极限附近，量子效应将

导致传统半导体器件设计理论基础失效。如何拯救摩尔定律？我们需要开创

新的信息处理机制。

传统的电子学主要依赖于电子的电荷属性，而自旋是电子的另一个内

禀属性，通过电子自旋的控制可以增加信息处理的自由度。自旋电子学基于

微电子学和磁学，同时调控电子的电荷和自旋两种属性，进行信息读取、传

输和处理，可以提高数据处理速度，降低耗电量，增加集成度并且解决当下

信息存储的“易失性”问题。1988年巨磁阻效应（GMR）的发现标志着自

旋电子学的诞生；1995年，隧穿磁电阻效应的发现又将自旋电子学推入一个

新阶段。

实现半导体自旋器件的首要条件是注入自旋极化电流，进一步传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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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自旋极化载流子。因此，制备自旋极化材料是自旋电子学的重中之重。

半金属铁磁体由于费米面附近特殊的能带结构，具有几乎100%的自旋极化

率，但由于块体、表面以及界面的电子结构并不相同，异质结界面处实验表

明自旋极化率远低于理论值。铁磁金属具有较高的自旋极化率，但由于与半

导体电导的失配导致自旋在界面处发生严重散射，致使相位记忆产生跳变。

磁性半导体由于具有半导体导电性和铁磁材料的自旋极化，是自旋极化电流

注入的理想材料。因此，获得良好性能的磁性半导体是实现半导体自旋电子

器件的基础和关键。

磁性半导体的研究起始于上

世纪60年代，第一代浓磁半导体

和第二代磁性半导体居里温度极

低，大都低于10K。90年代Ohno等

第一次在Mn掺杂的 Ⅲ-Ⅴ族半导体

中得到了60K的居里温度，拉开了

第三代磁性半导体研究的帷幕。此

后，通过改进制备条件，其居里温

度达到了200K,但仍远低于室温。

2000年，Dietl等基于经典的Zener

模型，预言了宽禁带半导体ZnO和

GaN通过掺Mn可以产生室温铁磁

性，激起了磁性半导体研究的高

潮，然而，不同的实验报道结果却

千差万别，对于磁性的起源也是众

说纷纭，同时由于磁性杂质的溶解

度低，仅能获得较弱的磁性。此

外，电子的自旋寿命和扩散长度是

自旋电子器件的重要参数，依赖于

成熟的硅半导体工艺，硅是目前半

导体领域的支柱材料，它同时也具

有低的自旋-轨道散射和倒格子对

称性，从而拥有了较大的自旋寿命

和扩散长度，有望在自旋电子学中

大展宏图，然而由于硅基磁性材料

的缺乏，硅基自旋电子学的发展相

对落后。

因此，寻找室温铁磁性的硅基

半导体材料意义重大而任重道远。

在当今的CMOS微电子器件

中，金属硅化物作为硅和金属界

图1：立方体形貌的β-FeSi2
颗粒和形貌及尺寸依赖的
室温强的铁磁性

图2：室温下立方体形貌
β-FeS i 2颗粒光照前后的
M-H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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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处的连接而无处不在，很有希望成为构建硅基自旋电子学基础的材料。

其中，硅化铁材料有很高的生态学价值，它的组成元素的无毒性以及现阶

段地球上储备的充足性使得它有望成为重要的环境友好型材料；此外，铁

硅化合物有着丰富的二元化合物种类，在磁学、电学和光学方面存在广泛

的应用而备受瞩目。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吴兴龙教授研

究组长期致力于硅化铁材料光学和磁学性能的研究。在铁硅化合物中，半

导体相β-FeSi2由于在光电子和光伏器件方面的广泛应用而格外引人注目。

如果能够在β-FeSi2中引入室温铁磁性，不仅能够得到室温磁性半导体，而

且其集优异的光电性能与磁性于一身，将进一步拓展材料用途，存在巨大

的应用前景。目前一些关于β-FeSi2磁性的研究仅能在低温下观察到弱的铁

磁性并且结论不一甚至相互矛盾。众所周知，相比于体材料，纳米材料往

往具有很多新奇的性质。在纳米尺度下，材料的表面积大大增加，造成键

态的严重失配，无序度增加。对于半导体多面体纳米颗粒，由于晶体的各

向异性，不同的晶面具有不同的表面原子排布和电子能带结构，特定的晶

面不成对的自旋电子和自然存在的悬挂键相互作用可以引起磁性。因此，

通过暴露的纳米颗粒的特定晶面是引入磁性的一种方法。该研究组通过第

一性原理计算，显示了β-FeSi2的{100}和{011}两种晶面表面的铁原子均具

有较大磁矩并呈现出铁磁序。{100}晶面方向的自旋态密度表明在费米能

级附近存在自旋向下的部分占据带以及自旋向上的空带，表面铁原子层附

近的局域磁矩与表面态巡游电子的相互作用可以引起强的室温铁磁性。该

研究组经过不懈探索，通过化学气相沉积法，最终合成了具有两个{100}

面和四个{011}侧面的β-FeSi2纳米立方体颗粒。磁性测量表明，该立方体

颗粒在大于150nm临界尺寸时具有高达15emu/g的饱和磁化强度以及大约

800K的居里温度，谱学分析表明该材料不包含杂质相，意味着强、室温铁

磁性半导体β-FeSi2纳米材料的成功合成。

近年来信息的存储密度不断提高，越来越接近超顺磁的极限，信息存

储的稳定性面临挑战。人们在通过提高磁记录介质的各向异性来提高磁矩保

持能力的同时，介质的矫顽场也随之增强，使信息的写入极其困难。此外，

磁场驱动的写入方式速度慢、噪声大、能量消耗高。如果能实现光或电场对

磁性的调控，实现磁信息的光电写入，对磁性电子器件低功耗、微型化和

高速操作性能的提升将大有裨益。

由于该立方体颗粒表面具有铁磁

性、内部具有半导体性，本身就构

成了一种复合结构，为通过光、电

改变载流子浓度来调控磁性提供了

可能。该研究组的光照下磁性测量

表明β-FeSi2颗粒的磁性对光响应灵

敏，光照能够有效地改变磁性，这

也为材料在自旋电子学方面的应用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立方体形貌β-FeSi2展示的磁

性特性为其它非磁半导体材料通过

暴露特定晶面从而引入磁性提供了

有益启示，该材料集表面铁磁性、

半导体性以及自旋极化特性于一

身，是开发半导体自旋电子器件的

上选材料，对半导体自旋电子学的

应用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研

究成果“Strong Facet-Induced and 

Light-Controlled Room-Temperature 

Ferromagnetism in Semiconducting 

β-FeSi2 Nanocubes”发表于2015

年8月24日在《美国化学会会志》

（J.Am.Chem.Soc. 137, 11419-

11424 （2015））上，论文第一作

者是硕士研究生何志强同学，通讯

作者为吴兴龙教授，这项工作的理

论计算由熊诗杰教授完成。该工作

得到了科技部“973”项目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17

协同之光   Breakthroughs & Milestones

CICAM Bulletin

《 PNAS 》刊登南京大学朱嘉教授研究组研究成果
  —— 硅纳米提纯技术上最新进展

朱嘉教授团队以工业粗硅（硅铁，

硅含量84%）为原材料，通过高能

球磨制备、酸洗等简单步骤之后即

可得到纯度高于99.999%的硅纳米

颗粒。相比于传统的硅提纯工业，

该技术避免了高温高压工艺，在减

少耗能的同时极大的降低了污染。

同时通过该技术得到的高纯度的纳

米硅在能源存储与转换中有着优越

的性能。该技术已经申请专利。

该论文的通讯作者是南京大学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与

斯坦福大学崔屹教授，第一作者是匡

亚明学院理科强化班本科生宗麟奇，

第一单位是南京大学，这项工作还得

到鲁振达教授的指导与博士生朱斌

鼎力合作。项目研究得到了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和江苏省优势学科资助。朱嘉教

授课题组自成立以来，围绕着工业粗

硅的再利用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结

果此前陆续发表在主流期刊《纳米

快报》（Nanoletters DOI：10.1021/

acs.nanolett.5b01698），受到业内

的广泛关注。

纳米纯化过程示意图

近期，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

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研究组与斯坦福大学展开国际合作，在硅的纳米提

纯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该成果以“Nanopurification of Silicon from 84% to 

99.999% Purity with a Simple and Scalable Process”为题，于2015年10月20日

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 Natl. Acad. Sci.）上在线发表（DOI:10.1073/

pnas.1513012112）。并被PNAS、IEEE Spectrum等作专文重点介绍。

作为信息和新能源时代的重要载体，硅已经成为了包括半导体，太阳

能和传感器等许多产业的重要原材料。然而在不同的应用对硅的纯度有着不

同的要求，例如太阳能级硅的纯度至少应达到99.999%，而电子级硅的纯度

应至少为99.9999999%。如何低耗能低污染的得到这些超高纯度的硅已经成

为了一个困扰学术界和工业界数十年之久的问题。

朱嘉教授近年来带领团队成员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创新性

的将纳米技术引入到硅纯化工艺当中。利用纳米颗粒很高的表体比和极小的

半径可以将大量的杂质都暴露在表面，只需要通过酸洗就可以将杂质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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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La0.67Ca0.33MnO3/NdGaO3(001)薄膜的输运性质

强磁场科学中心陆轻铀研究员研究组研究进展
—— 锰氧化物中相竞争及其调控的实空间观测

庞磁阻锰氧化物中由于不同相互作用的耦合，处于竞争状态的热力学

相能够同时存在。通过对这些相在实空间的分布以及演化规律的探索，有助

于理解这些相互作用在相分离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在实空间对相分离的观测

一直是该领域的热点之一。但是，由于需要较强的磁场才能驱动这些相的相

互转变，而此类仪器一直较少，因此关于锰氧化物相分离从电荷有序态到

重现的完整过程一直没有被观测过。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成员，中科院强磁场中心和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的陆轻铀实验

组与吴文彬实验组经过一年多的密切合作，利用自制的20 T超导磁体中的磁

力显微镜，在一类受各向异性外延应力调控的相分离锰氧化物薄膜中观测了

这一过程，发现了丰富的相分离行为。相关工作近日以题为“Evolution and 

Control of the Phase Competition Morphology in a Manganite Film”发表于《自

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6,8980）。

La0.67Ca0.33MnO3体材是最佳掺杂的铁磁金属，但他们发现，沉积在

NdGaO3(001)衬底上的La0.67Ca0.33MnO3薄膜在经历退火过程后，由于来自衬

底各向异性外延应力的作用，可

诱导出特殊的相竞争行为。在铁

磁转变（TC）以下，还会出现新

的铁磁 -反铁磁转变（TAFI）以

及更低温度的反铁磁 -铁磁转变

（TC’）。从输运上来看，在TAFI

以下电阻随温度变化的曲线表现

出巨大的回滞，说明在TAFI以下

的温度范围内样品都处于相分离

态。在相图中这种相分离又可细分

为电荷有序绝缘相（COI）占主导

的相分离区（COI-PS）和铁磁金

属相（FMM）占主导的相分离区

（FMM-PS），两种相分离区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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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磁场（r-H）曲线截然不同（Fig.1b）。在升场的过程中，由于COI逐渐转

变为FMM，两个温度下电阻都会下降，但在FMM饱和后再降场，在150 K

时，COI会重新出现（Fig.1b中箭头2所示），而在10K时却不会。

这种在降场过程中COI的重现在其他以COI为基态的锰氧化物如Pr1-

xCaxMnO3, Nd1/2Sr1/2MnO3以及LaPrCaMnO3中都被观察到过，但以前的微

观成像研究要么无磁场，要么集中在升场部分，因此降场时COI重现的微观

细节在此之前人们完全不清楚。但这个过程无疑是重要的，它能提供更多的

有关FMM与 COI相互转变的信息。

陆轻铀研究组与吴文彬研究组利用自制的磁力显微镜（Ultramicroscopy 

147,133（2014））对该样品的相分离行为特别是降场时COI的重现进行了系

统成像。结果表明，微观上这种重现与升场时COI的融化完全不同，而且形

态更加多样化（Fig.2）。 

COI畴在230 K时呈点状，在190 K时呈条状，而在130 K时呈无规则的

片状，同时COI畴的尺寸随着温度的降低而逐渐增大，与之对应的是， COI

相的融化场也随温度的降低而增大，这都表明COI相逐渐增强。因此作者们

提出一个物理图像：在较高温度（230 K）时，COI相较弱，重现时COI畴

较小，因此呈点状；在中间温度时（190 K），COI相变得更强，畴的尺寸

Fig.2. La0.67Ca0.33MnO3/
NdGaO3(001)薄膜在不同
温度下由降场导致的COI重
现的形态及调控

也变大，此时，各向异性外延应力

的作用使得COI畴沿着某一晶格方

向生长，这时畴的形状体现的是

外延应力的特性；在低温时（130 

K），由于COI相变得更强，其主

导相互作用（Jahn-Teller畸变）在

与外延应力竞争的过程中取得优

势，因此，这时畴的形状体现的

是Jahn-Teller畸变的特性（无规

则）。因此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还在

于从相变时相竞争的形态出发我们

得以推断出相互作用的竞争关系，

同时可实现对相竞争的形态进行人

工调控。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科技部973计划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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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磁场科学中心田明亮研究员研究组
在《自然・通讯》上发表拓扑Skyrmion材料研究新进展

2008年，赛道存储（Racetrack Memory）概念被提出，它理论上具有高

速度、高密度的优点。然而由于传统的磁畴钉扎效应导致非常大的电流密度

才能推动磁畴的运动，因而赛道存储具有高能耗、大的焦耳热效应等实际问

题，相关的产品一直停留在实验测试阶段。斯格明子（Skyrmion）是近几年

才发现的新型拓扑纳米磁结构，在低能耗高密度磁存储器件方面具有潜在的

应用价值而备受关注。磁S本质上是一种拓扑稳定的磁畴壁，其具有非平庸

的拓扑性、小尺寸、小电流即可驱动其运动等一系列特性，有望在未来的自

旋电子学器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科学家们发现用S来代替传统的铁磁畴极有

可能解决赛道存储中高能耗、大的焦耳热等问题。然后由于材料制备以及实

验技术方面等难点，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直接的实验报道说明一维纳米条带

中存在S态，在磁场作用下的演变规律更是缺乏。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

究员田明亮研究组利用微、纳加工系统制备了一系列不同宽度的FeGe纳米条带，

通过在纳米条带的边缘包裹非晶金属，克服利用高分辨的洛仑兹投射电子显微镜

试验观察的困难，成功观察到一维纳米条带中的S链，并研究了纳米条带中S的形

成及运动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纳米

条带中S链来源于扭曲的边缘态。相

关的实验结果为以后磁S材料的潜在

应用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田明亮研究组与复旦大学车仁

超教授研究组以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臧佳栋博士进行了有效的合作，田明

亮研究组的杜海峰副研究员为论文

第一作者将相关实验结果以“Edge-

mediated Skyrmions Chain and Its 

Collective Dynamics”为题发表在《自

然・通讯》上（Nature Communications 

6, 8504 （2015））。该工作得到了国

家自然基金委、安徽省基金委以及中

国科学院青年促进会的支持。

一维纳米条带中S相的形成与演化规律示意
图：体系呈螺旋磁结构基态，在外磁场作
用，低温时候，形成单S链，高温时，形成
S格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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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拉克半金属的新成员：黑磷

具有线性色散能带的拓扑半金属（如狄拉克半金

属，Weyl半金属）近年来一直是凝聚态物理学界研究热

点。理论预言半金属能实现低能耗的电子传输，有望解

决当前电子器件小型化和多功能化所面临的能耗问题，

同时也可能用来实现高容错的拓扑量子计算。因此找寻

性能优越的拓扑半金属体系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也

有着很高的应用前景。

最近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陈仙辉院士课题组与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成员复旦大学张远波教授研究组和中国科学院固

体物理所邹良剑研究员等人实验和理论结合进行了深入地研

究压力对黑磷物理性质的影响，他们发现压力能诱导电子

结构发生拓扑相变。特别是他们发现黑磷这一新型二维半

导体材料在一个不大的压力下将成为狄拉克半金属。相关

研究成果于在2015年10月28日以“Pressure-Induced Electronic 

Transition in Black Phosphorus”为题发表在《物理评论快

报》上（Phys. Rev. Lett. 115, 186403（2015））。

通过电输运实验，他们发现黑磷单晶中电子能带的

直接带隙会在外加静水压下逐渐关闭。而且一个不大的

压强(1.2GPa)，将使得黑磷发生电子相变而进入一个全

新的物态，这个高压相具有典型的半金属特征，包括巨

大的非饱和正磁阻以及电子空穴两种载流子的共存。对

高压下半金属态的量子振荡分析结果表明其电子结构中

包括非常小的多重费米口袋和有效质量极轻的载流子，

其中一个费米口袋的量子振荡信号显示出拓扑非平凡的

振荡相位，这说明该能带具有反常的线性色散关系，其

中载流子的本质则是狄拉克费米子。值得指出的是这一

工作是首次在输运测量中证明黑磷中存在奇异电子态，

也是首次在实验上观察到压力诱导的狄拉克半金属相。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此前就在黑磷的研究中取得

了重大突破，做出了多项开创性工作：他们发现了新型

二维半导体材料——黑磷，并成功制备了相应的场效应

晶体管器件（Nature Nanotech. 2014, 9, 372-377）。接着

他们又在黑磷量子阱中实现电场诱导的高迁移率二维电

子气（Nature Nanotech. 2015, 10, 608-613）。近年来，二

维材料因其优越的物理特性，成为半导体材料研究热点

方向。但是大名鼎鼎的石墨烯没有半导体带隙，也就是

说它难以完成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转换。因此找寻新型二

维材料，实现数字电路的逻辑开与关一直是学界的一大焦

点课题。黑磷有着半导体能隙并且有着高的迁移率，这使

得它将有可能替代传统的硅，成为电子线路的基本材料。

目前作为一类全新的二维材料体系，黑磷已经成为凝聚态

物理和材料科学的一大新兴研究领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

重视。但此前学界对黑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优异的电

学性能上，其狄拉克半金属性的发现不仅大大丰富人们对

这一明星材料的理解，也将促进拓扑量子材料学的相关研

究，对理解固体材料中相对论性准粒子和反常色散能带

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图示：(a) 黑磷中压力诱导的半金属态的电导率振荡，(b) 对朗道能
级指标的分析表明其中存在拓扑非平凡的振荡相位。

特约评论员   万贤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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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瓦尔斯外延：有机材料分子的分子束外延

特约评论员   吴镝

不同于无机半导体材料，有机半导体材料中分子间

是弱的范德瓦尔斯键，相邻分子间的轨道重叠很少，这

导致有机分子晶体具有能带窄，低色散，电子有效质量

大等特点，相应的载流子迁移率也很低，其物理特性和

无机半导体完全不同。由于有机分子可以很容易的进行

功能设计，而且制备方法简易和经济，在显示、射频识

别和太阳能电池等方面显示出相对于无机半导体巨大的

优势，使其成为研究的焦点。部分有机半导体，如并五

苯和红荧烯等，在器件性能上甚至已经超过了非晶硅。

有机显示器也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商业化产品。

单晶有机半导体晶体管(single-crystal FET, SCFET)是

一种可以用于柔性衬底上的电子器件，还可以用于研究

有机半导体的本征输运性质。SCFET一般都是基于单晶

体材料制备。杂质、缺陷和位错等因素对有机材料的输

运性质影响很大，而有机薄膜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的位错和缺陷，在SCFET获得半导体的本征输运性质

非常难以实现。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王欣然和施

毅教授与其他课题组通力合作，在大尺寸的单晶有机薄

膜制备和SCFET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他们发展出

范德瓦尔斯外延的方法在六方氮化硼衬底上实现了并五

苯分子的层状外延，薄膜厚度在1-3层可控。基于大面

积的高质量的单晶并五苯薄膜，该团队通过高超的实验

技巧，在不破坏有机分子薄膜的情况下制备了SCFET。

研究发现第一层平躺的有机分子是绝缘态，第二层分子

的结构与单晶体材料略有不同，其输运是跃迁输运的特

征，第三层分子结构与薄膜体材料完全相同，其输运展

示了能带输运的特点（如图所示）。这种结构和输运性

质的紧密关联与第一性原理的计算的结果相吻合。该

工作以《探测高度有序的有机半导体结构和输运性质的

关联》”（Probing Carrier Transport and Structure-Property 

Relationship of Highly Ordered Organic Semiconductors at the 

Two-Dimensional Limit”）为题发表在1月8日的《物理评

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6，016602 （2016））。

这种新发展出的范德瓦尔斯外延方法，展示出可以

媲美无机半导体中分子束外延技术对薄膜质量的高度可

控性，有望用于构建其它功能化的有机薄膜。另外，这

种方法还可能成为未来大规模的单晶有机薄膜器件的解

决途径之一。

图片来源：APS/Alan Stonebr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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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访谈录

龚新高教授访谈
近日，《微结构通讯》编辑部就如何更好地在协同创新视角下开展科学

研究的议题专门采访了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复旦

大学龚新高教授。龚教授围绕协同创新中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话题，提出了他

的宝贵看法和见解。以下是龚新高教授的主要观点，与诸位读者分享：

协同创新是当前我国科技界一个热点词。作为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一员，

应《微结构通讯》编辑部的邀约，我也就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谈一点个人的认识。

创新是时下我国的一项国策。但是作为一个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协同创新中心，其根本任务是

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成果，而创新的核心在协同。 具体什么是协同，正如最近李克强总理

在北大清华所说，院校之间、院校和科研机构之间打破门户界限，形成合力，这就是协同。他还

说，只有协同才能过更好激发创新。那么科学研究为什么要协同？当代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对基础

科学成果的渴望，科学研究作为科学家的职业已经形成的习惯很难迅速掌握日益膨胀的知识并灵

活应用于自己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复杂的科学问题对个体科学家的能力挑战也越来越严重，而相

关领域的科学家、不同单位的科学家同心协力是快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利器，也是我国赶超世

界一流发达国家的重要手段。

怎样做到协同呢？中心作为一个管理平台，通过政策和项目为科学家开展协同最大限度地创

造条件。但最终实现协同的关键还在科学家自己。 在我看来，要做好协同，首先是目标。在中心

成立之前，每个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科研目标，而中心成立之后，应该在原来自己的目标之上，还

要有一个与中心发展一致的更高的目标。 原来自己的目标也许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而更

高的目标就要与中心内科学家合作才能过实现。兴趣是实现协同的关键，科学家们只要有了共同

的兴趣，就会主动协同，就容易做到互赢， 只有做到了互赢，协同才会持久。最终实现国家、中

心、成员单位和成员个体多赢的大格局。

为了更好地做好协同，中心应该充分认识协同创新制度同样具有动态性和周期性的规律。及

时把握目标及发展要求的变化，用合理的手段、办法创造条件支持协同、鼓励协同。

我也非常赞同张富春教授在上一期访谈中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在中心的发展过程中建设起一

支超越单位建制，长期密切协同，有效科研合作的“国家”队，这本身就是“2011协同创新计

划”的一项丰硕成果。非常可喜的是，在中心获批的这将近两年时间来，中心成员之间的实质合

作越来越频繁和紧密，协同创新的高水平成果层出不穷。我希望这种良好的势头将保持下去并得

到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