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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管委会第九次、第十次会议简报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管理委员会第九次会

议于2016年5月9日至10日在南京大

学唐仲英楼举行。中心管理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于2016年10月13日下午

以远程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中心管委会第九次会议由中心

主任邢定钰院士主持，主要进行了

中心首次十大科研成果的现场述职

评审和2016年度第一期优秀博士后

人员奖励评审。会议专门邀请了杜

江峰院士、向涛院士、陈鸿教授、

崔铁军教授作为本次评审的外部专

家与会。 

中心首次十大科研成果评审经

申请人现场述职、专家评委问答，

专家审议，专家现场投票等环节遴

选出了中心十大优秀成果（排名不

分先后）：

1、铁基超导材料（Li0.8Fe0.2）

OHFeSe的发现

2、关于黑磷研究的系列成果

3、准一维铬基化合物中超导

电性的发现

4、WTe2量子新物性探索

5、受限体系中拓扑磁斯格明

子的稳定性、观察与电探测研究

6、声学“Mie”共振与低频声

学器件

7、小尺度复杂氧化物的铁

磁—金属边缘态及其量子调控

8、单层FeSe/SrTi03薄膜100K

以上的超导电输运特性的原位测量

9、锡烯薄膜的首次试验发现

10、柔性神经形态晶体管及其

类脑芯片应用

会议还评审了优秀博士后A类

奖励2人，B类资助7人。

中心管委会第十次会议（远程

视频会议）由中心主任邢定钰院士

主持。中心管委会主任施毅教授报

告了中心2016年度绩效奖励分配原

则草案，获得会议确认。会议决定

各单位根据自身实际，制定详细执

行方案。方案应突出绩效，切忌平

均主义。

会议决定第十一次管委会会议

预计将于十一月中旬在合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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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光学物理春季学校顺利召开

201 6 光 学 物 理 春 季 学 校

（Spring School on Optical 

Physics 2016）在上海复旦大学成

功举办。该春季学校由复旦大学物

理系、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

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主办，由复旦

大学田传山教授牵头组织。从2016

年3月16日-23日，春季学校邀请光

学物理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进行

为期一周的焦点课程集中讲授。

光学物理春季学校邀请了美

国科学院院士叶军、2014诺贝尔

奖得主Eric Benzig、斯坦福大学

Tony Heinz教授、慕尼黑大学Fritz 

Keilmann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Margaret Murnane、以色列理工学

院Moti Segev教授、美国科学院院

士、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沈元壤等光

学物理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参加。

光学物理春季学校主题内容为

光学物理的前沿进展，包含前沿学

术讲座和正式会议报告。吸引了相

关领域的220余名优秀学生前来参

加。该春季学校不仅为高年级本科

生、研究生、博士后、青年学者提

供高水准的专题培训，同时为国内

光学物理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当前光

学领域最前沿的高级讲座和交流展

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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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4日到5月15日，

复杂量子材料国际研讨会

在上海复旦大学成功召开。会议

主席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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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燕教授和陈钢教授联

合担任。会议同时邀请了美国加

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Leon Balents

教授、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

验室的Joe D. Thompson教授、美

国康奈尔大学Seamus Davis和Kyle 

Shen教授、英国剑桥大学Suchitra 

Sebastian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的

Yuji Matsuda教授等相关领域的顶

尖科学家，交流讨论领域内最新研

究成果及技术进展。

会议的议题是复杂量子材料，

包括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铁磷族

化合物高温超导体，相关联材料和

拓扑绝缘体材料等的电子结构及微

观结构研究。

通过对这些复杂量子材料中电

荷，自旋和晶格的关联作用引起了

丰富的物理现象的研究，来探究高

温超导机理。

来自中、美、英，日等国家的

相关研究领域近50位与会代表出席

了开幕典礼和精彩的学术演讲。通

过互补式强强合作，结合微观结构

和电子结构的研究来了解复杂量子

材料的物理特性，探索相图中的普

遍规律，并开发其新应用。

复杂量子材料国际研讨会是复

杂量子材料领域重要的学术会议。

会议旨在进行世界一流水平的合作

研究和交流，解决本领域目前面临

着的科学问题，推动我国乃至国际

复杂量子材料领域的发展。会议不

仅可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

培养该领域的高水平科研人才，也

将促进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对推

动全球的复杂量子材料研究有着重

要意义。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
闻海虎教授、陆海教授入选“万人计划”

201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

组织部办公厅印发了第二

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入选

名单。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成员、南京大学长江学者

闻海虎教授、长江学者陆海教授

入选“万人计划”科技领军创新

人才名单。

据悉，“万人计划”又称“国

复杂量子材料国际研讨会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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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关联电子体系国际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

2016年5月8日至5月13日，

2016年强关联电子体系国

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rongly Correlated Electron 

Systems，SCES 2016）在浙江大学

紫金港校区举行，来自全球34个

国家的500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

会，这是大会自1992年召开以来首

次在中国举办。

强关联电子体系国际会议是国

际强关联物理研究领域的重要年度

学术会议。该会议最早属于“重费

米子”研究领域的国际会议，主要

研讨一类稀土和过渡族金属与合金

体系。近些年来，会议主题不断扩

展，涉及各种强关联系统，包括莫

特绝缘体、高温超导、有机关联固

体等，主题囊括重费米子物理、非

常规超导、量子磁性、表面与界面

强关联物理、多铁和铁电材料、强

关联理论等强关联电子系统的各个

方向。于渌院士在参加完本次会

议后，专门写了一篇“关于SCES 

2016的印象”。他指出，导致这一

推广的重要原因在于“重费米子”

是强关联电子体系的一个‘代表性

模型’，它比较‘干净’，又比较

容易通过化学掺杂、加压、加磁

场、降温等手段进行调控和精确的

表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关联物质

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物理学系、人

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共同主办，张富春教授担任会议主

席，袁辉球教授和许祝安教授为会

议共同主席。会议主题涵盖强关联

电子体系的不同方面，包括重费米

子物理、量子相变、非常规超导、

金属-绝缘体转变、表面与界面强

关联物理等11个方面。本次会议是

中国科学家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美国拉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

Joe Thompson 博士所说，“中国科

学家在强关联物理研究领域的迅速

发展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充分的表

现。”

强关联电子系统国际会议在杭

州的成功召开促进了国内外学者的

交流与合作，展示了我国在该研究

领域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提升了我

们的国际影响力。

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是

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

划”并行、面向国内高层次人才的

重点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共包

括3个层次、7大类人才。其中，第

一层次为“杰出人才”，遴选具有

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

家潜力的人才；第二层次为“领军

人才”，包括“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

学名师”、“百千万工程领军人

才”等5类；第三层次为“青年拔

尖人才”，遴选35岁以下具有较大

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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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举办系列暑期学校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2016年度理论物理暑

期学校于8月27—31日在南京大学

鼓楼校区举办。分别来自南京大

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校的

研究生共约80人通过导师推荐和自

主报名的方式参加了此次暑期学

校。中心力邀各协同单位的优秀教

师，分多个专题对相关研究领域的

基本原理和应用，以及最新国际前

沿进展进行深入讲解。授课内容包

括：南京大学王强华教授主讲的

“从自由电子气到关联效应和超

导”与 “泛函重整化群方法”、

复旦大学陈焱教授主讲的“超导与

超流”、浙江大学万歆教授主讲的

“拓扑量子物态及矩阵乘积态表

示”、浙江大学周毅教授主讲的

“重正化群方法初步”、上海交通

大学王孝群教授主讲的 “密度矩

阵重整化方法及其应用”、南京大

学李建新教授主讲的“低维强关联

和自旋轨道耦合系统的新颖量子相

和效应”、上海交通大学顾威教授

主讲的“铁基超导体中的磁性及轨

道结构”及复旦大学陈钢教授主讲

的“组挫磁体”等。

2016年度理论物理暑期学校是

中心系列暑期学校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紧接复旦大学承办的计算物

理暑期学校和稍早在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和强磁场中心举办的实验物理

暑期学校。

据悉，计算物理暑期学校授课

教师为复旦大学龚新高教授和意大

利国际高等研究学院的Stefano de 

Gironcoli教授。中心举办计算物理

暑期学校并邀国内外名家授课，这

在也是全国首次。材料科学和凝聚

态物理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经

常会使用第一性原理计算程序作为

研究手段。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软

件被当做一个“黑箱”使用，研究

人员对它们涉及的理论和数值方法

知之甚少。对软件内部的框架不熟

悉，常常会成为人们发展新理论、

新算法的阻碍。基于这样的背景，

暑期课程《固体电子结构：从理论

到程序》同时涉及物理、计算机编

程，主要教授学生如何将密度泛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计算物理暑期学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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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理论转变为实际可用的计算程

序。课程针对计算凝聚态物理专

业的学生，让他们了解和理解计

算凝聚态物理程序的主要内容，

让他们真正理解成熟计算程序里

面的物理和计算方法，为他们今

后学术研究提供基础。课程能够

紧扣当前学科热点，具有一定的

学科前瞻性。

实验物理暑期学校则由中国科

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田明亮研究

员、杨昭荣研究员、陆轻铀研究员

以及薛飞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吴涛教授；浙江大学百人计划刘

洋研究员；复旦大学物理系张童教

授；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枫秋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物理

与天文系特别研究员张文涛；南

京大学物理学院宋凤麒教授等担

纲授课。课程以NMR，APRES，

MBE，Neutron Scattering, 强磁场

下运输，低维量子运输和器件等为

专题，结合实验仪器的参观和使

用，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基本原理和

应用，以及最新国际前沿发展动态

进行深入讲解。

中心旨在通过此次系统的暑期

学校来提高本中心研究生的综合素

质和创新能力，同时加强中心内部

各协同单位师生的广泛交流。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理论物理暑期学校合影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实验物理暑期学校
参观活动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复旦
大学张远波教授入选“中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2016年4月29日，中国科协

公布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

技奖98名入选者。人工微结构科学

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复旦大

学张远波教授上榜并入选“中国优

秀青年科技人才”名单。

“中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是

从“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优

选的“十佳”。中国青年科技奖是

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中国科协共同设立并组织实

施，面向全国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

的奖项。旨在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

技前沿的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表彰奖励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和科技创新中作出突出成就的青

年科技人才；激励广大青年科技工

作者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作出新的贡献。该奖项每两年评选

一次，每届获奖人数不超过100名，

男性候选人年龄不超过40周岁，女

性候选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

复旦大学张远波教授入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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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Quantum Oscillations in a Two 

Dimensional Electron Gas in Black 

Phosphorus Thin Films以及Gate-

tunable Topological Valley Transport 

in Bilayer Graphene。前者在薄层黑

磷晶体中实现高迁移率，表明黑磷

已经成为在电子学领域有广泛应用

前景的新型二维明星材料；后者成

功在双层石墨烯中通过栅极电压调

控谷自旋输运，可用于信息处理，

将会极大地节约能量，提高能量利

用效率。

APL、JAP主编访问中心并做学术报告

2016年9月5日，国际知名

学术期刊A P L杂志主编

Reuben T. Collins博士和JAP主编

André Ander博士应人工微结构科

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邀请来访

并做了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中心

管委会主任施毅教授主持。

Reuben T. Collins博士报告题

目为Molecular Monolayer Tuning of 

Metal Oxide Surfaces and Interfaces.

André Ander博士则以Microstructure 

of Thin Films Controlled by Plasma 

Assistance of Film Growth为题跟与

会观众做了深入的交流。

两位主编对于中心的邀请和接

待表示了感谢，并期待着中心所属

成员有更多更好的工作能与他们

交流和分享。

“第二届凝聚态物理会议”在南京顺利召开

“第二 届 凝 聚 态 物 理 会

议”在南京金陵会议

中心隆重开幕。此次大会由南京大

学物理学院、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全国两

百四十多个科研院所的近千名与会

者济济一堂，出席此次盛会。南京

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李建新教授主持

开幕式并宣布大会开始。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常

务副校长吕建教授代表南京大学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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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自海内外的各位专家学者，向

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南京大学建设发

展的各位领导和学术同仁表示衷心

的感谢，并祝贺大会的成功举办。

吕校长强调，凝聚态物理学是物理

学科中最重要的分支领域，也是南

京大学的优势学科。在当前“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大背

景下，这样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

在南京大学召开，必将对南京大学

物理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强

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人工微结

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邢定钰教授代表协同创新中心和

南京大学物理学科热烈欢迎前来

参会的各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代

表。他认为我国的凝聚态物理学

近年来已经在若干领域取得了重

要突破，逐步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行列。这次大会旨在配合凝聚态

物理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

地位的全面提升，进一步加强实

验和理论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

相信会大力推动我国凝聚态物理

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7月21日上午的大会邀请报告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物理研

究所向涛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技大学郭光灿教授、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Bogdan Bernevig

教授和美国罗格斯大学Sang-Wook 

Cheong教授分别就当前凝聚态物理

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做了精彩纷

呈的报告。

本次会议共计安排了三百余个

学术报告，涵盖了超导与强关联电子

系统、磁学与多铁物理、固态量子信

息与计算、计算凝聚态物理、低维与

人工微结构物理、新能源材料、软凝

聚态物理及其交叉科学、拓扑量子系

统、冷原子物理与量子模拟和量子多

体等十个领域，并张贴了100份张贴

论文。各分会场报告在金陵会议中心

的十个报告厅中进行。

7月21日晚，大会邀请美国物

理学会物理评论系列杂志、英国物

理学会系列杂志和中国物理学会系

列杂志编辑就各自杂志推广进行介

绍，并和与会代表就编辑和评审等

问题进行了交流。

7月22日下午，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物理一处张守著处长在闭幕

式上做了“从基金申请看凝聚态物

理的机遇与挑战”大会邀请报告，

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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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举行优
秀博士后及研究生表彰大会暨中心首届青年
学者/学生论坛

2016年5月9日，人工微结

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举行了优秀博士后及研究生表

彰大会。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在设立伊始就非常关注

青年后备人才的培养。为了激励

成绩卓著的青年科研人才，特设

立了优秀博士后奖、优秀研究生

入学奖、优秀研究生英才奖等三

项奖励制度。2015年度，全中心

科研成绩硕果累累，这当中也包

含着一大批表现突出、成绩优异

的优秀青年科研工作者和学生的

努力与奉献。

经过中心成员单位推荐、专家

评审等环节选拔出了一批优秀青年

科研工作者分别授予上述三项奖

励，其中南京大学获奖人数居中心

各成员单位之首。中心主任邢定钰

院士，中心管委会主任施毅教授，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王伯根教

授在简朴而隆重的颁奖仪式上为分

别来自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

大学、中国科学与技术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中科院强磁场中心的获

奖代表们颁奖。

青年才俊们济济一堂，也为

他们互相切磋技艺、探讨学术问

题提供了良机。在论坛上，优秀

博士后和优秀博士生分别报告了

各自科研工作的亮点成果和最

新进展。报告人和听众彼此间提

问、交流积极而热烈。学术思想

的火花不时地迸发，整个论坛会

场被头脑风暴和浓浓的学术氛围

所笼罩。

作为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在人才培养机制创

新方面的重要举措，中心青年学

者/学生论坛将在中心成员单位之

间轮流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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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员紧密合作，
实验观测到磁通涡旋中心的Majorana费米子

最近，《物理评论快报》杂志

（PhysRevLett,11,25700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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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与天文系贾金锋教授研究组

与南京大学李绍春教授，浙江大

学许祝安教授、张富春教授以及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傅亮教授等的合

作研究成果。他们利用极低温、强

磁场、自旋极化扫描隧道显微镜对

Bi2Te3/NbSe2拓扑绝缘体/超导体异

质结表面上的量子磁通涡旋中心的

Majorana束缚态进行了深入研究，首

次观测到Majorana费米子的自旋相关

性质。这个实验不仅证实了马约拉纳

费米子的存在，还提供了一种通过相

互作用调控马约拉纳费米子的有效方

法。

Majorana费米子是一种遵循

Majorana方程的费米子。在凝聚态

物理中，某些特殊体系中存在满足

Majorana方程的激发态，这些激发

态也被称作Majorana费米子，是一

种准粒子。这一准粒子遵循非阿贝

统计规律，若能加以编织操作便能

够作为量子比特应用于可容错量子计算中。贾金锋教授的团队从2010年起，

就开始制备拓扑绝缘体/超导体异质结，并于其表面展开Majorana费米子的探

寻研究工作。该团队先是在2012年成功制备出高质量的拓扑绝缘体/超导体

异质结，为探寻Majorana费米子构建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文章发表于《科

学》杂志）。随后，在该异质结的拓扑绝缘体表面上，该组成功的探测到量

子磁通涡旋中心处Majorana费米子的存在迹象（工作发表于2014及2015年的

《物理评论快报》杂志上）。

在最近的工作当中，该团队使用自旋极化扫描隧道显微镜，探测到了

来源于Majorana费米子的自旋信号。近期的理论计算研究表明，拓扑超导

体中的Majorana费米子会导致自旋选择性的安德列夫反射（spin-selective 

Andreev reflection, SSAR）:当与Majorana费米子自旋同向的电子隧穿入

Majorana态时，会导致一个自旋同向的空穴被反射回去；而与Majorana费

图(a)拓扑绝缘体/超导体异质结
表面上的量子磁通涡旋，(b)不同
磁场和针尖极化条件下在量子磁
通涡旋中心测得的零能电导峰。
由于Majorana费米子的存在，可
以清楚地看出微分电导峰的大小
取决于外加磁场与针尖极化方向
的关系，即SSAR。(c) 距离量子
磁通涡旋中心10nm处的测量结
果，这时微分电导峰大小与针尖
极化方向无关，即观察不到SSAR
现象。

协同之
Breakthroughs & Milestones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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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子自旋反向的电子则无法隧穿

入Majorana态。这样的SSAR特性

导致不同自旋取向的电流在隧穿

入Majorana态时，表现出明显不同

的电导值。根据这一理论预言，贾

金锋团队利用一根自旋极化的扫描

探针，获得不同自旋极化方向的电

流，并于拓扑绝缘体/超导体表面上的涡旋中心处（图a），进行了不同磁场方

向下的微分电导谱测量。实验表明，涡旋中心处的微分电导大小取决于外加

磁场与针尖的极化方向是同向的还是反向的，如图（b）所示。结合在不同的

条件下进行的一系列的比较试验，如增大外场、改变薄膜厚度以及偏离涡旋

中心处的测量（图c）等等，该团队得出结论：涡旋中心处的微分电导谱的强

度表现是来源于极化电流与Majorana费米子之间产生了SSAR，由此而从实验

上证实了Majorana费米子的存在，并提供了一种探测Majorana费米子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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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通讯》发表复旦大学沈健教授研究组研究进展
 ──化学有序掺杂对锰氧化物体系电子相分离及物性的影响

由于电子间的强关联作用，复

杂氧化物具有诸如高温超导、庞磁

阻效应、多铁性等新奇物性。在实

际体系中，这些物性往往需要依赖

化学掺杂。通常情况下，掺杂元素

在材料中的空间分布是随机的，给

体系引入了一定的无序性。这种无

序性对强关联体系物理性质的影响

迄今还没有被深入研究。尤其对于庞磁阻锰氧化物，由于其宏观物性与电子

相分离紧密关联，而电子相分离如何受掺杂元素的空间分布所影响，还没有

被过去的研究所涉及。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复旦大学

沈健教授研究组选择具有大尺度电子相分离的La1-x-yPryCaxMnO3 （LPCMO）

单晶薄膜作为模型体系，研究化学掺杂有序性对电子相分离和宏观物性的

影响。利用超晶格生长技术，在样品制备中对掺杂元素Pr的空间排列进行

调控，制备了Pr有序排列的LPCMO体系，并与常规Pr随机分布的LPCMO薄

膜直接进行比较。实验结果显示，Pr的有序排列可以大大减小LPCMO体系

的电子相分离尺度，提高体系的铁磁金属性，其中金属-绝缘体相变温度被

提高了近100K。相关工作近日以标题为Chemical Ordering Suppresses Large-

scale Electronic Phase Separation in Doped Manganites发表于《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7,11260）。

在电子相分离体系中，LPCMO由于其电子畴被发现尺度接近亚微

米大小而特别有名。过去的研究表明，Pr的掺杂对LPCMO体系的物理性

质具有显著的影响。为了研究LPCMO体系的大尺度电子相分离是否由Pr

的无序掺杂引起，沈健研究组用La0.625Ca0.375MnO3和Pr0.625Ca0.375MnO3相互

交替生长形成 [(LCMO)2/(PCMO)1]t超晶格结构，在不改变有效化学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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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情况下，使La和Pr形成二维层状有序分布，即Pr有序的LPCMO

样品（简写为O-LPCMO）。作为对比，也研究了相同掺杂比的无序的

(La2Pr1)0.625Ca0.375MnO3薄膜（简写为R-LPCMO）。

通过测量O - L P C M O样品和R - L P C M O样品的电输运性质，发现

O-LPCMO的低温电阻率比R-LPCMO下降170倍，而金属-绝缘体相变温度提

高了近100K（Fig.1a）。初始磁化曲线显示，O-LPCMO的饱和磁矩增大了

13%，铁磁体积含量占比从25.3%增加到75.4%（Fig.1b）。

用磁力显微镜（MFM）测试了O-LPCMO和R-LPCMO两种体系样品在各

自金属-绝缘体相变温度附近的铁磁畴大小。从统计结果看出，O-LPCMO样

品和R-LPCMO样品的磁畴平均面积分别为~0.031μm2和~0.392μm2。直观的显

示，化学有序掺杂可以大大的减小LPCMO体系的电子相分离尺度。通过基

于随机场Ising模型的蒙特卡洛模拟，数值模拟了化学掺杂对电子相分离的

影响。研究表明，Pr的无序掺杂才是诱导大尺度电子相分离的主要原因。 利用超晶格结构形成Pr层状有序分

布，这种纳米尺度的有序调制，最

终会对大尺度的电子相分离产生影

响，在某种程度上阻止磁畴的长

大。

沈健研究组的这项工作表明，

化学掺杂的空间分布对锰氧化物体系

的电子相分离和宏观物性具有重要影

响。此外，用超晶格生长技术来研究

掺杂有序度对物性影响的方法，也

可以推广到其他强关联电子体系。

Fig.2  O-LPCMO和R-LPCMO的在T/TP
温度处的磁畴大小对比。两张彩图分别是
R-LPCMO和O-LPCMO在140 K和220 K
的MFM图，绿色→红黑色是铁磁态，绿色
→蓝白色是反铁磁电荷有序态。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

程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王欣然、施毅教授团队在二维

有机半导体精确可控外延生长、输运性质调控和电子器件研究中取得突

破性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Probing Carrier Transport and Structure-Property 

Relationship of Highly Ordered Organic Semiconductors at the Two-Dimensional 

Limit为题，2016年1月5日在线发

表于物理学科国际权威期刊《物理

评论快报》并被选为“编辑推荐论

文”。美国物理学会《物理》杂

志以“Precise Layering of Organic 

《物理评论快报》报道南京大学王欣然、施毅教授团队
 在二维有机电子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Fig.1  O-LPCMO和R-LPCMO的电输运和磁性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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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PS/Alan Stonebraker

Semiconduc to r s”  发表“观点

（Viewpoint）”文章进行了专题报

道。该项工作由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科大等

单位合作完成，我校电子学院2014

级博士研究生张宇涵完成主要实验

工作，人民大学季威教授课题组进

行了理论模拟与计算工作，香港中

文大学的许建斌教授（我校长江讲

座教授）给予了理论指导，物理学

院的肖敏教授与现代工学院王鹏教

授研究组分别进行了光学与结构表

征。王欣然、施毅、季威与许建斌

教授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

微电子器件是当代信息社会

的基础。在过去50多年中，晶体管尺寸根据摩尔定律的预测不断减小，

正逐渐逼近其物理极限，并由此产生诸多挑战。二维层状材料在构筑电子

器件时具有超薄沟道、高迁移率等特点，是最有希望在微纳电子和光电子

领域带来新变革的材料之一。目前，二维层状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石墨

烯、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类石墨烯等无机原子晶体。另一方面，有机二

维半导体兼顾了有机材料多样化、高柔性等特点，正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

关注。有机晶体管的电荷传输过程通常发生在界面附近的几个分子层内。

因此，精确制备少层有机晶体材料是在分子尺度上理解和调控电荷输运

性质的基础，对于有机电子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合作团队深入地研究了并五苯分子在六方氮化硼衬底上的范德华外

延生长机理，实现了高质量、层数可控的1-3层并五苯外延薄膜。在其

厚度接近二维极限时，薄膜仍展现出在有机单晶材料中才具有的各向异

性、高迁移率、能带型输运等本征特性。研究团队还发现，层内和层间

分子间相互作用存在竞争关系，导致不同层的分子排列结构存在差别。

这些结构差异使得并五苯外延薄膜在1至3层中发生了绝缘－跃迁输运－

能带输运的一系列相变过程，这是首次直接观测到电荷传输层分子堆积

结构与电子输运性质之间的內禀关联。此外，利用并五苯外延薄膜制备

的场效应晶体管，其性能与有机单晶场效应晶体管媲美。合作团队开发

的范德华外延技术还有望应用于异质结和超晶格等更为复杂的有机半导

体结构和器件，将进一步推动有机电子学的发展。尽管这些结构已经在

无机半导体器件中已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其在有机半导体中还尚未实

现。

该项工作是王欣然、施毅教授团队近年来在二维有机半导体材料和器

件方向的系列工作的重要成果。团队相关前期成果分别发表在《自然・通

讯》(Nature Comm. 5, 5162 (2014), APL 107, 183103 (2015)) 等期刊。研究得

到科技部973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双创等

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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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磁场科学中心科学进展两则——
一、强磁场中心田明亮研究组等直接观察到磁斯格明子团簇态的动力学行为

具有非中心对称立方结构的金属螺旋磁体，如MnSi、FeGe，由于同时

存在自旋、轨道、晶格多种自由度的关联与耦合，表现出丰富的材料特性，

一直是金属磁性材料领域研究的热点与前沿。特别地，2009年在此类材料中

发现一种拓扑稳定且具有粒子特性的磁结构，即磁斯格明子（Skyrmion）。

斯格明子具有尺寸小、稳定性高和易操控等系列特点，从而具有潜在的应用

价值构建未来高密度、高速度、低能耗磁存储器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制备、探索并利用螺旋磁体纳米结构的物性，是推进斯格明子实用化的

关键之一。

最近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强磁场中心田明亮研

究组与复旦大学车仁超教授研究组合作研究了高对称的纳米盘中磁斯格明

子动力学行为，直接观测到了理论预期的“团簇态”，进一步还发现了温

度诱导的斯格明子“团簇态”之间的特殊的动力学转变过程（图1）。这一

发现扩展了人们过去对禁闭几何中斯格明子动力学的理解，为斯格明子器

件的设计与制备提供了指南。相关

结果以Direct Imaging of Magnetic 

Field-Driven Transitions of Skyrmion 

Cluster States in FeGe Nanodisks为

题，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

刊》（PNAS：http://www.pnas.org/

content/113/18/4918）上。

该工作在 P N A S 在线发表

后，PHYS.ORG 以Scanning for 

Skyrmions: Scientists Directly Image 

Skyrmion Cluster State Transitions 

in Iron-Germanium Nanodisks为题

对该工作进行了详细报道(http://

phys.org/news/2016-05-scanning-

s k y r m i o n s - s c i e n t i s t s - i m a g e -

skyrmion.html)

上述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青年促进

会、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的资助。

图1：利用洛伦茨透射电子显
微镜直接观测到的纳米盘中
斯格明子“团簇态”的特殊
动力学过程

二、中心成员单位紧密合作，取得高压调控拓扑电子材料研究新进展

在南京大学人工微结构协同创新中心框架下，强磁场科学中心杨昭荣

研究员、田明亮研究员以及南京大学孙建教授、万贤纲教授与北京高压研究

中心杨文革研究员、毛河光院士等合作，最近在高压、强磁场极端条件下

对拓扑电子材料的量子序调控研究

中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结果以《压

力诱导三维拓扑材料ZrTe5超导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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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单晶ZrTe5的温度-压力相图

性》为题，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

刊》（PNAS，15, 2016， vol. 113 

no. 11 2904-2909）上。

伴随着拓扑绝缘体的发现，材

料的拓扑特性以及新奇量子效应在

过去的十年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

研究，拓扑电子材料家族也从最初

的拓扑绝缘体逐渐扩展到狄拉克半

金属和外尔半金属等。ZrTe5最初

由于具有大的热电势作为热电材料

被广泛研究，而最近的理论研究表明，单层的ZrTe5是一个具有大能隙的量

子自旋霍尔绝缘体，块体材料的拓扑性质位于强-弱拓扑绝缘体之间。很快

对该体系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和磁场下红外光谱的研究实验表明ZrTe5可能

是一个三维狄拉克半金属材料，本研究团队田明亮研究组最近在ZrTe5的磁

输运性质研究中实验观测到了与狄拉克半金属相关的手征磁效应。这些研究

发现表明ZrTe5是一个研究拓扑相变的理想体系，因为该材料的拓扑特性灵

敏于外参量的变化。

压力作为一个基本的热力学参量，是一个干净的调控手段，它可以有

效地调节晶格和电子态，特别是材料的量子态。我们通过对ZrTe5单晶进行

高压下的电阻和交流磁化率测量（压力最高达到68.5 GPa）发现，伴随着常

压下128 K附近电阻峰的逐渐抑制，样品在6.2 GPa时表现出Tc=1.8 K的超导

电性，超导转变温度Tc随压力增加而增加，在14.6GPa时达到4K的最大值。

当压力增加到21.2 GPa之上，第二个超导相（Tc=6 K）被诱导出来，并和原

先的超导相共存（图1）。原位高压同步辐射X射线衍射实验和拉曼光谱并

结合理论计算表明这两个超导相分别对应于压力诱导的ZrTe5结构转变，此

外我们还从理论上探讨了该体系出现拓扑超导电性的可能性。

该工作在PNAS在线发表后不久（doi:10.1073/pnas.1601262113），

PHYS.ORG以Cool Under Pressure: Superconductivity in 3D Dirac Semimetal 

Zirconium Pentatelluride为题对该工作进行了详细报道（http://phys.org/news/ 

2016-03-cool-pressure-superconductivity-3d-dirac.html）。

《自然・通讯》刊登南京大学徐挺教授研究组
 在电致变色材料技术上的最新进展

通过将亚波长金属纳米结构

与传统的电致变色材料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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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科学学院徐挺教授研究组与美

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以及Sandia国家实验室合作研发了一种拥

有超高光强调制对比度和快速时间响应的全彩色电致变色器件。这种器件

将来有望可以应用在包括低功耗的显示设备，光信息处理器件以及智能玻

璃等各个领域。相关成果以High Contrast and Fast Electrochromic Switching 

Enabled by Plasmonics为题，于2016年1月27日在《自然・通讯》上在线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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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面等离子体亚
波长金属结构的全彩
色电致变色器件

（doi:10.1038/ncomms10479）。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

徐挺教授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论文第一通讯单位为南京大学。

电致变色是指材料的光学属性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发生稳定、可逆的

颜色变化的现象，在外观上表现为颜色和透明度的可逆变化。作为电致变色

器件中的常用材料，通过氧化还原反应实现电致变色效果的有机高分子聚合

物由于光学性能稳定, 合成工艺简单以及器件成本低廉而备受关注。对于传

统的有机聚合物电致变色器件，其发生褪色和染色的响应时间一般在几秒到

几十秒左右。这一过慢的时间响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器件的应用范围，例

如需要高速动态切换的显示设备。虽然减小有机聚合物材料层的厚度从而加

快电子／离子的注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器件的响应时间，但这一方法是

以牺牲器件光调制对比度为代价的，所以实用性很受限。除了响应时间和对

比度之外，对于常用的电致变色材料来说，其在染色状态下对光的吸收只集

中在某一波段，因而光吸收后所呈现的颜色对于一种特定的材料在染色状态

下是固定的。所以当需要设计一个包含多种颜色的电致变色器件，例如彩色

显示设备时，通常要应用多种不同种类的电致变色材料。不同材料之间光学

性能的差别，化学性质的兼容性以及分步骤的加工工艺都会使得器件的复杂

度和制造成本急剧增加。

南京大学，NIST以及Sandia

国家实验室的国际合作研究团队

利用自身在纳米光子学与材料合

成研究领域中的多年积累，另辟

蹊径，利用亚波长金属结构中的

存在表面等离子体效应同时解决

了以上关于光调制对比度，响应

时间以及多波长选择性调制的问

题。通过亚波长金属结构控制入

射光与表面等离子体之间的有效

能量转化，在多波长范围内首次

实现了具有超过90%光调制对比度

以及小于20毫秒响应时间的聚合

物电致变色器件。这一研究对于

进一步提升器件光学性能，降低

器件材料复杂度以及扩展高速动

态应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而对于推进电致变色器件的实

用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技术已经申请了相关专利。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青年千人

计划和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等的资助。

南京大学闻海虎教授研究组关于(Li1-xFex)OHFeSe超导
体双能隙的仔细甄别和强耦合超导电性的进展

超导现象是固体中的电子发生配对和量子凝聚的现象。由于超导态载

流子是库珀电子对，具有类玻色特性，因此在一定温度以下，会凝聚到一个

更低能量的宏观量子相干态，表现出电阻为零和完全抗磁性等性质。对超导

体奇异性质的研究，不仅会大大推动凝聚态物理的前沿发展，同时会为人类

带来许多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

的应用。高温超导机理研究的核心

内容是关于电子对形成的原因。闻

海虎教授研究组长期致力于高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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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机理问题的研究，最近在铁基超

导机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新进

展。最新的进展是他们在(Li1-xFex)

OHFeSe超导体中发现双超导能隙

特征，并且第一次在只有电子费米

面存在时甄别出来有两套套叠的费

米面以及相应的能隙，解决了此方

向的一个难题；同时还发现超强的

超导能隙和转变温度的比值，把铁

基超导体明确归类为非－电声子耦

合型超导体。该工作于2016年1月

29日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7, 10565(2016)）

上，下面是关于该工作较详细的描

述。

超导态一旦形成，如果想从

此低能超导凝聚体中激发一个单电

子就需要一定能量。这个能量被通

称为超导能隙，它对超导态起到保

护屏障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超导

态能够在有限温度下存在的原因。

利用扫描隧道谱技术，能够直接测

量这个能隙，包括超导能隙的大小

和结构，并进一步获得电子配对的

机理。最近几年，国际上发现了一

些基于FeSe（铁硒层）的新型超导

体。电子结构测量发现这些超导体

中只出现了一套电子费米面，然而

隧道谱上看总是观测到两个超导能

隙。为什么在一套费米面上出现了

两个超导能隙，这是近几年困扰学

术界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如果只有电子型费米面，没有了空穴

费米面，理论预言的S+-模型是否还正确？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闻海虎教授研究组利用在南

京大学建立的综合实验条件，生长出高质量的(Li1-xFex)OHFeSe高温超导单晶，

并对该超导体的扫描隧道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超导体原子结构如图1b

示意图所示。在远离杂质点测量到的隧道谱如图1c所示，表现出清晰的双

能隙结构。对在一个样品的同一解理面内测量到的98条曲线进行统计，发

现超导能隙分成为两组（如图1d所示），其中心位置大约在14.3和8.6毫电

图1.(a). (Li1-xFex)OHFeSe
超导体解理后露出的硒原子
面（周期性亮点）和杂质点
（哑铃状亮点）。(b). (Li1-

xFex)OHFeSe原子结构示意
图。(c). 远离杂质点测量到
的典型隧道谱形状，可以清
晰看见两个能隙结构。(d). 
在一个解理面上测量的98
条谱上能隙的统计结果。

图2.(a). 在能量为14.5mV
测量到的微分电导（dI/dV, 
对应电子态密度）在空间
的分布。可以看见一些电
子波干涉的图案。(b). 图
(a)中的电子干涉图谱经过
傅立叶变换以后的图案。
(c).同样方法在小能隙能量
附近8.6mV测量到的QPI
图案。(d).理论预测的大概
费米面图形。(e).根0据(d)
中的费米面信息所做的模
拟QPI图案，与实验结果
（b,c）相似。(f,g). 小动量
散射的QPI图案，反映的是
费米面内部散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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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伏特。如果用大能隙值（14.3 meV）代入计算发现2Δ/Tc = 8.7, 这个比值

远远大于基于电声子耦合导致电子配对的巴丁－库珀－施瑞弗理论值（2Δ/

Tc = 3.53）（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因此这个新结果揭示铁基超导不是

通过简单电声子耦合实现的。

仔细分辨隧道谱上面所发现的两个超导能隙的起源，闻海虎教授他

们利用了一种称为准粒子散射相干技术（quasiparticle interference，简称

QPI）。超导态库珀对被杂质破坏以后，形成单电子态，这些单电子表现出

行波形式，而这些电子波又被杂质所散射形成一定的驻波态，在超导体表面

稳定存在并被空间分辨的扫描隧道谱直接测量出来。有个形象的比喻是池塘

中的水波如果被露出水面的石头所散射，也会形成一定的驻波态，根据这个

驻波态的形式，可以分析池塘中露出水面的石头个数和分布情况。同样的

道理，测量到电子因为散射相干形成的驻波态以后，就可以通过傅立叶变

化到倒易空间，得以获得电子结构信息，如费米面，超导能隙特征等，这

就是QPI技术。图2a显示的就是在解理面上，在大能隙的能量附近，测量

到的QPI图谱。图2b和2c就是在不同能量测量到的电子驻波态，经过傅立

叶变换后的图案，可以清晰看见不同费米面的信息。图2d是理论上预测的

经过能带叠加（或杂化后）电子费米面图。根据这样一个费米面的信息得

到的QPI模拟结果放在图2e中，可以看出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大致相似。

为了更清楚地研究双能隙对应费米面和超导能隙的情况，他们又特别

精细地测量了大面积实空间的电子相干图谱，这样反演到倒易空间，清晰

度可以大大提高。一般这样一个图谱要稳定测量1-2天，而且要保证针尖不

能偏离原子位置，难度极大。如

图3所示，通过改变能量，他们

发现在低能部分，没有费米面出

现，证明超导能隙是完整的（fully 

gapped）。然而逐渐增加能量的时

候，在接近或达到小能隙能量的时

候，第一套费米面（波矢较小）浮

现出来。再继续增加能量，他们发

现另外一套费米面逐渐显露，在达

到大能隙的时候，第二套费米面已

经变得很清晰，形成了明显的里外

层费米面套叠的情况。根据外套费

米面在更高能量出现的事实，合理

的推论是大能隙对应外套费米面，

而小能隙对应内套费米面。这是在

只包含电子费米面的众多铁硒基材

料中，第一次甄别出内外两套费米

面，并且与双能隙结构联系起来。

本项研究第一次清楚地说明了

在只有电子型费米面存在的铁硒基

的高温超导体中，为什么有双能隙

的特征。其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1）在一种典型铁硒基高温

超导体中，观察到双能隙特征，与

引起广泛关注的铁硒单层膜上的数

据极其相似，也许内在物理是一致

的；（2）在早期大量的实验数据

都认为只有一套电子型费米面时，

该工作第一次甄别出来内外两套靠

得很近的费米面，并获得了相应的

超导能隙的特征；（3）超强的能

隙和转变温度的比值把铁基超导体

完全归类于非电声子耦合导致的电

子配对。这个重要进展将大大推动

图3. 上图(a-j)根据相应能量测量到的态密度空间图谱，通过傅立叶变
换以后获得的倒易空间电子结构的信息。在小能量的时候，内套费米
面先显露出来；在大能量的时候，外套费米面开始显露。因此可以推
论，存在由于费米面套叠或杂化形成的内外套费米面，而大（小）能
隙对应外（内）套费米面。下图为上图所有能量图片的动画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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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基超导机理问题的解决。

此项研究是闻海虎教授小组

在南京大学取得的系列成果的最新

进展。此前他们发现了无磁性杂质

诱导的电子相干态，这是理论上预

言的支持S+-模型的指纹性证据，

因此国际同行认为“这是迄今为止

他所看见的支持S+-模型的最坚实

的实验证据”。该工作于2013年11

月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4, 2749(2013)）。

同时，他们在两个完全不同铁基

超导体系中，还发现了与超导密切相关的新的能量尺度 W（即玻色模），

说明铁基超导电子配对与磁相互作用密切相关，该工作于2013年1月发表在

《自然・物理》（Nature Physics 9, 42(2013)）上。目前，该小组还在深入研

究，力争在铁基超导机理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做出最终决定性的成果。

该最新成果是闻海虎教授小组独立完成的。扫描隧道显微镜、隧道谱

测试和分析部分是由杜增义、杨雄、方德龙、杜冠同学，杨欢教授和闻海虎

教授完成；样品制备和表征是由林海、邢捷同学和祝熙宇副教授完成；杜增

义、杨雄和林海为同等贡献第一作者；杨欢和闻海虎为共同通讯作者；闻海

虎协调了整个工作进展。

此工作得到教育部985计划，科技部973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

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南京大学王新平教授研究组
在磷自由基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磷自由基可以作为化学反应中

间体和链式反应的载体或标记物，

但大多数磷阴离子自由基，特别是

以磷为中心的双自由基非常不稳

定，大多数仅仅在气态或溶液中稳

定存在。最近，人工微结构科学与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南京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王新平教授研究组成

功得到了双磷单自由基和双自由基

化合物。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美

国化学学会会报》（ J. Am. 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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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2016, DOI: 10.1021/jacs.6b04081）。谭庚文博士（国际交流博士后计划

引进）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王新平教授为通讯作者。研究生李淑昱和陈

胜、南大分析测试中心的眭云霞老师、以及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赵越

博士也参与了该项工作。

王新平研究组近几年在磷自由基化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2013-2015年利用弱配位阴离子，课题组合成了具有平面结构的三芳基

磷自由基阳离子、含有P-P π键的四芳基双磷阳离子以及两例电子自旋密

度分布完全相反的磷四元环自由基阳离子（JACS 2013，135, 3414； JACS 

2013，135, 5561； JACS 2014，136， 6251；Dalton Trans. 2015， 44，15099）。 

2014年研究组利用大位阻配体得到了稳定的基于P-C双键的的单磷自由基

阴离子（JACS 2014，136，9834）。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近来通过扩大

π共轭效应，并结合空间位阻效应，构建了一例由双P=C为骨架的化

合物，通过连续还原，得到了双

磷自由基阴离子。光谱分析、单晶

结构测试以及理论计算验证了化合

物具有（双）自由基性质。该结果

表明通过对中间芳香环的扩展，有

可能合成得到以多磷为中心的链状

寡聚物及聚合物自由基，且可能具

有导电或发光等性能。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组部、教

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江苏

省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江苏省教育

厅等部门在资金上的支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科学进展三则——
一、发现铁基超导体中的近藤晶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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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中科院强耦合量子材料物理重点实验室的吴涛

教授和陈仙辉院士研究团队在重空穴掺杂的铁基超导体AFe2As2(A = K, Rb, 

Cs)中发现了一种与重费米子材料

相似的近藤晶格行为，该结果表

明AFe2As2(A = K, Rb, Cs)可能是

一种d电子的重费米子超导体。相

关研究成果于4月7日以Emergent 

Kondo Lattice Behavior in Iron-based 

Superconductor AFe2As2 (A = K, Rb, 

C s )为题发表在权威物理学杂志

《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6, 147001 (2016))上。该工作的

第一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

研究生吴永平同学。

2008年，铁基高温超导体的

发现给高温超导电性的机理研究带

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人们认

图示：a). AFe2As2(A = K, Rb, Cs)体系中的奈特位移反常行为；b). 反常奈特位移（Ka）的标
度行为；c). AFe2As2(A = K, Rb, Cs)体系的自旋-晶格弛豫率；d). 自旋-晶格弛豫率的标度行
为；e). 重费米子超导体和AFe2As2(A = K, Rb, Cs)超导体中超导转变温度与特征温度T*的普适
依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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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铁基超导体中的高温超导电性可

能具有与铜基高温超导体相似的物

理机制。随后的研究发现，虽然铁

基超导体具有与铜基超导体相似的

电子相图，但是铁基高温超导体中

的电子-电子关联效应却比铜基高

温超导体要小许多，属于中等电子

关联强度，这给基于强关联的高温

超导理论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和争

议。探寻铁基超导体中的强关联效

应成为了该领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

方向。最近，实验发现在重空穴掺

杂的铁基超导体AFe2As2(A = K, Rb, 

Cs)中，其电子有效质量已经接近

于重费米子材料，这表明在重空穴

掺杂区间，铁基超导体有可能进入

了一个强关联区域。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强关联现象，吴涛教授和陈仙辉院

士研究团队利用固体核磁共振技术系统地研究了AFe2As2(A = K, Rb, Cs)超导

体。他们首先确定了在AFe2As2(A = K, Rb, Cs)中存在一个普适的电子态从非

相干到相干的渡越，并通过研究该电子态渡越，第一次在铁基超导体中观察

到所谓的“奈特位移反常”及其标度行为（如图a,b所示），而这些现象恰

恰是近藤晶格的基本特征行为，并普遍存在于重费米子超导体中。另外，实

验还发现了该体系的低能自旋激发也同样具有一个类似的渡越行为，并表现

出与“奈特位移反常”相同的标度行为（如图c,d所示）。这些结果表明，

重空穴掺杂的AFe2As2(A = K, Rb, Cs)超导体具有与重费米子超导体类似的

物理特征，可以归类于重费米子超导体家族（如图e所示）。同时，也表明

AFe2As2(A = K, Rb, Cs)超导体是一类d电子的重费米子超导体。这一发现将

会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铁基超导体中的强关联效应，并且很自然地将铁基超

导体、铜基超导体以及重费米子超导体联系到了一起，为高温超导机理的研

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上述工作得到了科技部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等项目的资助。

二、在铁硒薄层样品中发现电场诱导的高温超导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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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中国

科学院强耦合量子材料物理实验室

陈仙辉院士研究组近日在铁基超导

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

首次在没有界面或外压的条件下在

FeSe中实现了高达48K的超导转变

温度，并确认了简单的电子掺杂就能够在FeSe中诱导出高温超导电性。相关

研究成果发表在权威物理学杂志《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116，

077002 (2016)）上。

重电子掺杂的FeSe衍生类材料是当前铁基超导领域的研究热点，而

SrTiO3衬底上生长的单层FeSe因其接近液氮温区的高超导转变温度更是引起

了科学家的广泛兴趣，大量的研究工作都围绕着其高超导转变温度的机理

展开。块体FeSe的超导转变温度低于10K，SrTiO3衬底上生长的单层FeSe超

导转变温度接近液氮温区，ARPES实验结果表明电子掺杂和来自界面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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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相互作用对提高单层FeSe的超导转变温度至关重要。为了全面理解电子

掺杂对FeSe薄膜样品超导电性的影响，该课题组利用liquid-gating技术来调

节FeSe薄层样品的电子浓度，通过胶带解理的方式获得FeSe薄层样品，其和

SiO2衬底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弱，可以忽略，便于仅考虑电子浓度的改变对超

导转变温度的影响。通过电子掺杂，成功获得了48K的高超导转变温度，证

实了在没有界面效应的条件下，简单的电子掺杂可以将FeSe的超导转变温度

从8K提高到48K。

Liquid-gating技术可以有效调节样品的载流子浓度，是一种非常干净的

调节过程，对样品的晶体结构没有任何的改变。本实验中，因为样品易损坏

图示：（a）铁硒薄层样品电双层三极管器
件原理图，（b）利用门电压调控铁硒薄层
样品的载流子浓度，其超导转变温度可以
从6K增加到48K。

的缘故，电子掺杂的过程并没有达

到上限，电子浓度还有进一步提高

的可能，找到一种更有效掺杂电子

的方式将会进一步提高FeSe薄层样

品的超导转变温度。

上述工作得到了科技部973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战

略性先导专项等项目的资助。

三、几何阻挫导致的量子电偶极液态

自旋阻挫为人所熟知，在某些特定几何结构上的自旋系统，无法同

时满足所有的竞争相互作用，使得系统具有大量简并的能态。在温度趋近

于绝对零度时，经典的热力学涨落已被完全抑制，而量子涨落开始占据主

导地位。此时，量子力学原理和几何阻挫的结合可以在固体中产生一些奇

异的量子液态。1973年，P. W. Anderson首先在理论上指出，在三角晶格

上反铁磁相互作用的阻挫自旋系统可以存在量子自旋液态（quantum spin 

liquid）。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量子自旋液态吸引了广泛的理论研究，由

此发展出了各种理论模型和计算方法，预言了许多新奇的物理性质和物理

效应。与此同时，实验物理学家也在努力寻找和探测量子自旋液态。然

而，迄今为止，人们仅发现了少

数几种可能存在量子自旋液态的

候选材料。近期，人工微结构科

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孙学峰教授与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孙阳研究员

和杨义峰研究员拓展了固体中量

子液态的范畴，提出在同时具有

几何阻挫和强烈量子涨落的电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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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可以存在一种新的量子液

态—量子电偶极液态（quantum 

e lec t r ic -d ipole  l iqu id）。相关

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10569 

(2016))。

电介质中的量子涨落效应最

初由K. A. Müller等在1970年代研

究SrTiO3低温下的反常介电行为时

发现。他们认为，量子涨落使该体

系的电偶极在趋近绝对零度时也无

法形成长程有序，并由此提出了量

子顺电体（quantum paraelectric）

的概念。此后，人们陆续在一些钙

钛矿氧化物中发现了类似的量子顺

电体。六角铁氧体(Ba,Sr)Fe12O19

具有层状的晶体结构，其中的电

偶极来源于FeO5双金字塔单元中

Fe3+离子偏离中心对称的一个微小

位移。有趣的是，FeO5双金字塔

单元恰好形成一个二维的三角晶

格，由此产生了一个三角格子的

电偶极系统。同时，理论计算与

实验测量表明相邻电偶极之间具

有反铁电相互作用。正如三角格子

上的反铁磁体存在自旋阻挫，三角

格子上的反铁电体也同样面临着阻

挫。因此，BaFe12O19是一个非常特

殊的电介质，同时具有几何阻挫和

强烈的量子涨落，两者的共同作用

可能会导致电偶极的量子液态。为

了检验量子电偶极液态的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孙学峰研究组与孙阳研究

组开展了合作，精确测量了极低温下BaFe12O19单晶的热导率和比热行为。实

验发现，除了常规的声子热导外，在650 mK以下还存在额外的低能元激发

对热导率的贡献。在低温极限下，这种额外元激发的热导率与以往报道的量

子自旋液态的热导行为类似，具有一个很小的能隙。由于BaFe12O19是一个亚

铁磁绝缘体（磁有序温度高达720 K），在极低温下可以排除电子和自旋元

激发对热导率的贡献，因此，BaFe12O19中这种流动性的低能元激发很可能就

对应于一种量子电偶极液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量子电偶极液态与量子自旋液态一样，由大量

具有远程量子纠缠的量子二聚体组成，但是两者可能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

和相图。这是因为自旋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电偶极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非常

不同的物理属性，因此，现有的关于量子自旋液态的众多理论模型与理论

预言并不能直接应用到量子电偶极液态，需要发展新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

法。量子电偶极液态不仅可能蕴含着丰富的基础物理，也有望未来在量子

信息与量子计算领域得到应用。可以预期，对量子电偶极液态的理论研究

与实验探索将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该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中国科学院项目和人工微

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

图示：BaFe12O19的晶体结构和电偶极的几何阻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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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张远波教授研究组研究进展——
强关联二维材料1T-TaS2中莫特绝缘相的起源

当电子与电子、电子与声子相互作用同时在材料中竞争共存达成一

个巧妙的平衡时，会导致许多新奇的物理现象，如超导、金属－绝缘体转

变、量子相变等等。过渡族金属硫族化合物因其准二维特征和复杂关联电

子体系特性吸引研究人员的注意成为既石墨烯之后新的二维材料领域研究

热点。

人们在其中一种材料二硫化钽中发现了丰富的物理现象，如电声耦合

引起的多种电荷密度波有序相、电子之间的库仑相互作用导致的莫特绝缘

体相变。正是由于这两者精妙的共存关系，使得二硫化钽对外界调控极其

敏感。通过超快激光、可控离子插层、电荷注入等调控实现的金属绝缘体

电阻转变已有报道。然而由于关联体系固有的复杂性，对于该材料中莫特

绝缘相的起源以及与电荷密度波相的关系并不清楚。

为探究二硫化钽中莫特绝缘相的起源，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成员、复旦大学物理系张远波教授研究组及其合作者利用电压

脉冲在莫特绝缘相中制造出一种热平衡下不存在的“马赛克”电荷密度

波亚稳态。借助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局域电子态密度测量，他们首次发现

在这一亚稳相的区块中，层与层

之间电荷密度波的堆叠关系不再

固定。而莫特绝缘相只出现在了

少数几个区块中。莫特绝缘相的

产生直接依赖于电荷密度波堆叠

决定的层间耦合强弱。这一发现

揭示了这类材料中莫特绝缘相的

起源，同时对于理解多种外界调

控手段引起金属绝缘体转变的微

观机制提供了帮助。该工作于

2016年在《自然・通讯》上发表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10956 

(2016))。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博士

生马立国和希德博士后叶存为文

章的共同第一作者。

1T-TaS2电荷密度波“马赛克“亚稳相的扫
描隧道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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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祝世宁院士、刘辉教授研究组
用广义相对论原理实现芯片上光子波前的调控

广义相对论研究宇宙的起

源和天体运动获得巨大成功。最

近，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成员、物理学院祝世宁

院士、刘辉教授研究组与以色列

理工学院的Segev教授组合作，利

用爱因斯坦引力波方程与电磁理

论中的对应关系，利用变换光学

的方法，在光子芯片上成功地实

现了光波波前的调控，为光子芯

片光的操控提出了一种新的原理

和方法。

根据波动光学的惠更斯原

理，光子在空间中的传播是通过

光子波前的运动来描述。因此，

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光子的波前，

就能控制光子的运动。最近几

年，随着集成光学的发展，人们

越来越需要在微小的光子芯片上

控制光子波前，实现光子的操

控。为此，人们提出了各种人工

微结构材料实现光子波前控制，

例如：光子晶体，超构材料，和

金属表面等离激元等。

最近，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该研究组的博士研究生盛冲，在刘辉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在集成光子芯

片上，通过模拟广义相对论的引力透镜效应，实现了非欧弯曲时空中光

子的波前控制。实验中，盛冲同学通过液滴的表面张力效应，制备出了

一种模拟天体中心引力场的聚合物波导(图(a))，并利用量子点荧光显微

成像技术，直接观察到了光子波前在引力场弯曲时空中的传播过程。实

验结果表明，这种模拟弯曲时空的光子芯片，不但可以实现非衍射的光

束，而且还能模拟爱因斯坦环这种罕见的天文现象(图(b))。该工作的实

验部分是由南京大学研究组完成，以色列研究组协助进行了理论分析和

数据处理。研究结果最近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7:10747, DOI: 10.1038/ncomms10747 (2016)）上，南京大学为第一作者

单位。

该项研究得到自然基金创新群体项目(No. 11321063)、杰出青年基

金(No. 61425018)、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No. 2012CB933501 and 

2012CB921500), 以及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B层次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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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卢明辉和陈延峰教授研究组
在“光拓扑绝缘体”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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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卢明辉和陈延峰教授研究组在

“光拓扑绝缘体”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压电／压磁超晶

格构成的时间反演破缺“光拓扑绝缘体”模型，研究了这个系统中光子（玻

色子）的拓扑性质，发现其中光子边界态不再像电子系统中那样受时间反演

对称性保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工构造的赝时间反演算符Tp（Tp2 = -1）

保护的边界态。相关成果以Photonic Topological Insulator with Broken Time-

reversal Symmetry为题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 C. He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6)， 

doi:10.1073/pnas.1525502113）。

拓扑绝缘体（TI）的概念首先

是在电子系统中提出并实现的，其

具有体能带绝缘和边界态连续的特

征，存在一对自旋锁定的单向传播

边界态，其传播受时间反演对称性

保护，具有鲁棒性。最近几年来，

光子系统的拓扑性质也引起了人们

的极大关注。众所周知，电子是自

旋1/2的费米子，光子是自旋为1的

玻色子，其时间反演算符（Tb2 = 

1）与电子的时间反演算符（Tf2 = 

-1）具有本质区别，而电子拓扑绝

缘体的出现与费米子时间反演导致

的Kramers简并相关。类比于拓扑

绝缘体，光子系统在不满足电子系

统Kramers简并的条件下，是否具

有受时间反演对称性（Tb）保护的

边界态？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

题。这篇论文就这个基本问题给出

了一个答案：对光子，或者更一般

地说是所有玻色系统中，其本身的

时间反演对称性并不足以保证构成

光拓扑绝缘体，也就是说，它不能

图-1 （a）光偏振庞加勒
球以及左、右旋光态。
（b）基于压电（PE）压
磁（PM）超晶格构成的光
子晶体“光拓扑绝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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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保证边界态的鲁棒性。但通过人

工微结构光子晶体，能够构造一类

新型“光拓扑绝缘体”，它以左旋

光和右旋光为一对基，他们满足Tf

算符类似的人工对称性（赝时间反

演算符Tp），从而实现了Kramers

简并和光拓扑绝缘体。

依托南京大学在介电体超晶

格方向三十余年的研究积累和理论

实验基础，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压

电／压磁超晶格的光子晶体模型来

阐述这一发现。压电／压磁超晶格

具有内在的磁化方向，从而破坏了

时间反演对称性。当光入射时，超

晶格的晶格振动将与之耦合形成

极化激元。该极化激元具有偏振

依赖性：左旋光（LCP）和右旋光

（RCP）与超晶格耦合所形成的极

化激元具有大小相同但符号相反的

耦合系数，即偏振-轨道耦合（类

比电子的自旋-轨道耦合），经历

相反的等效规度场，从而实现光拓

扑绝缘体。理论和模拟分析证明：

光拓扑绝缘体的拓扑性质是受赝时

间反演对称性Tp保护的，而不是

通常认为的玻色子时间反演对称性

Tb。

文章着眼于对称性这一拓扑

绝缘体研究中最本质和关键的问

题，提出：玻色子时间反演对称

条件对设计和构造光拓扑绝缘体

而言，既不必要也不充分。对玻色子的时间反演对称与否只是反映系统是

否需要外加“磁场”或存在“内在磁化”。释放这一条件，就可以利用更

多种自由度，构造更易于在光子系统中实现和调控新的拓扑光子态。对拓

扑态而言，更为重要的基本条件是基和材料对于类似于费米子的赝时间反

演操作是否是对称的。这个工作的意义在于：1. 提供了一种新的光拓扑

绝缘体设计；2. 提出构造玻色子拓扑绝缘体的前提条件是人工构造一个

对称性Tp；3. 保护该类玻色子拓扑绝缘体的基本操作正是该对称性Tp，

而不是玻色子时间反演本身。审稿人的指出：这一工作是这个领域中重要

图 - 2  四 种 不 同 类
型杂质检验其鲁棒
性（a）Tb不破缺，
Tp破缺。（b）Tb，
Tp均破缺；（c）Tb

不破缺，Tp破缺：
（d）Tb，Tp均不破
缺 rning:0pt;mso-ansi-
language:EN-US;mso-
fareast-language: 
ZH-CN;mso-bidi-
language:A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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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步，是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为下一步光拓扑绝缘体的设计提供

了指针。（The authors' proposal offer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this problem 

which one can certainly argue provides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the study of 

this phenomena.”“This finding is an important progress for the community. 

It not only clarifies the role of time-reversal symmetry and pseudo time-reversal 

symmetry in bosonic topological insulator, but also provides guidance for future 

photonic TI design.”。）

何程博士是论文的第一作者，博士生孙晓晨为第二作者，卢明辉教授

和陈延峰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南

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刘

晓平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陈宇林教

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的冯亮教授参与了这个课题的研

究。研究得到了科技部重大研究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中

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等基金的资助。

复旦大学李世燕教授研究组
在拓扑近藤绝缘体SmB6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拓扑绝缘体作为一个新奇的量子物态，在理论上和实验上都受到了广

泛关注。这也鼓舞了人们对其他的拓扑材料的研究，如：拓扑晶体绝缘体、

狄拉克和外尔半金属、拓扑近藤绝缘体等。在重费米子体系中，巡游电子与

局域磁矩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得在低温下态密度产生能隙，当化学势落在这

一能隙中时，体系就成为近藤绝缘体。有强自旋-轨道耦合的近藤绝缘体则

有可能产生拓扑保护的表面态，形成所谓的拓扑近藤绝缘体。拓扑近藤绝缘

体有着丰富的奇异物性。

SmB6是最早发现的重费米子材料之一，其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

史。最近几年人们发现SmB6正是拓扑近藤绝缘体。SmB6有着奇特的电学性

质：在几个开尔文之上，其电阻率呈现绝缘体行为；而随着温度的进一步降

低，电阻率却趋于饱和。这是因为在较高温区，电阻率由体的热激发主导，

在中间温区由于能隙打开（近藤绝缘体），体的贡献逐渐消失，到低温时电

阻率由金属性的表面态（拓扑近藤绝缘体）信号主导。SmB6中金属性的表

面态的存在已经得到了一系列实验的证实。

虽然电输运实验表明低温下SmB6的体内不存在电荷载流子，但是2015

年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Sebastian研究组的量子振荡实验（B. S. Tanet 

al., Science 349, 287 (2015)）宣称在绝缘的SmB6的体内存在多个费米面，

这与输运实验是矛盾的。这一结果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J. D. Denlinger 

et al., arXiv:1601.07408; O. Erten et al., Phys. Rev. Lett. 116,046403 (2016); J. 

Knolle et al., Phys. Rev. Lett. 115, 146401(2015); L. Zhang et al., Phys. Rev. Lett. 

116,046404 (2016); A. Thomson et 

al., Phys. Rev. B 93, 125103(2016);G. 

Baskaran, arXiv:1507.03477），

其中对这一矛盾较可能的解释是

SmB6的体中可能存在无能隙且电

中性的自由度，如果这些电中性的

模式形成了类似费米海的结构，就

可以产生dHvA 振荡信号，因而从

理论上提出SmB6的体态可能是马

约拉纳费米液体或有自旋子费米面

的自旋液体等。验证这些电中性模

式在SmB6中是否存在成为一个急

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李世

燕研究组通过对高质量SmB6单晶

进行极低温热导率测量，排除了

SmB6的体内存在这种电中性模式

的可能性，从而为SmB6的量子振

荡实验的理论解释提供了很强的约

束。具体的研究进展如下：

李世燕教授研究组对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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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6单晶进行了极低温（0.1 K）

和强磁场（至14.5 T）下的热导率

测量，主要结果如图1所示。不同于

电输运测量，热导率既可以探测带

电激发，也可以探测电中性激发，

是提供体系低能激发完整图像的理

想手段。如果SmB6的体中确实存

在无能隙的电中性的费米激发，那

么热导率上将会表现出与普通的绝

缘体的纯声子行为（~T3）不同的

标度律（~T）。也就是说，可以通

过热导率是否存在剩余线性项来判

断SmB6中是否存在无能隙的电中

性费米激发。当用热导率除以温度

作为纵轴，温度（或其幂）作为横

轴作图时，热导率拟合曲线外延到

零温，在纵轴上的截距就是剩余线

性项。从图1中可以看出，不管是

零场还是加场，剩余线性项基本都

趋近于0。这一结果排除了SmB6的

体中存在无能隙的电中性费米激发

（如标量马约拉纳费米子或自旋子）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体费米面的存在。

该研究成果于2016年6月17日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快报》（Y. Xu et 

al., Phys. Rev. Lett. 116, 246403 (2016)）上，论文第一作者为复旦大学物理系

博士研究生徐杨同学，通讯作者为复旦大学物理系李世燕教授。该工作中的

SmB6单晶样品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涛教授、陈仙辉院士研究组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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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究成果是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间通力合作完成的，论

文作者中吴涛教授、陈仙辉院士及通讯作者李世燕教授均为中心成员。

图1：SmB6单晶在无外
磁场和8 T、14.5 T 外磁
场下的极低温热导率数据
及其拟合结果。可以清楚
地看到，无论在零场或加
场的环境下，SmB6单晶
热导率的剩余线性项都趋
近于0。

《自然・通讯》报道南京大学汤怒江教授/都有为院士团队
 在低维碳材料的轻质元素超掺杂及其磁性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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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的汤怒江教授/都有为院士团队与东南大学和中科院

金属研究所合作，在低维碳材料（如碳纳米管、石墨烯）的轻质元素超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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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磁性等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Elemental Superdoping of 

Graphene and Carbon Nanotubes为题，2016年3月4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

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7,10921(2016)）。南京大学物理学院2009级直

博生刘圆及其导师汤怒江教授完成了主要实验工作，东南大学孙立涛教授研

究组进行了微观结构的表征工作，中科院金属所的刘畅研究组进行了氧催化

性能表征等工作。汤怒江教授和中科院金属所成会明研究员对整个研究工作进

行了组织与协调。汤怒江教授、孙立涛教授与成会明研究员为论文共同通讯作

者。

低维碳材料一直是实验和理论研究的前沿。该类材料和其它无机自旋

电子材料相比，自旋扩散长度要高

约3个数量级（达1.5~2 微米），这

有利于人工调控其自旋，故这类材

料在自旋电子学器件中具有潜在应

用前景。但石墨是一种本征非磁性

材料，不存在局域磁矩，这限制了

该类材料在自旋电子学器件上的应

用。因此，如何在本征非磁的低维

碳材料中引入高浓度的局域磁矩，

并使之发生铁磁耦合而实现长程铁

磁有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关

键科学问题。大量理论研究表明，

轻质元素（如氮、硫、硼等）的掺

杂可在这类材料中有效引入局域

磁矩。但由于这些元素只能掺杂在

石墨层的空位位置处，加之空位浓

度有限，使轻质元素的掺杂浓度较

低。此外，通过精确控制掺杂浓度

进而对其理化性质进行精确调控，

对于开发其应用也具有重要意义。

该合作团队提出了一种低维

碳材料中的轻质元素超掺杂技术，

即首先对低维碳材料进行氟化，然

后进行退氟处理，再进行相关轻质

元素的原位掺杂。该技术不仅可以

获得超高的掺杂浓度，而且还能精

确控制其掺杂浓度。例如，将低维

碳材料进行氟化后再在氨气中退

火，实现了对零维石墨烯量子点、

一维碳纳米管、二维石墨烯的超高

浓度的氮掺杂。随后该研究团队还

借助该超掺杂技术实现了低维碳材

料中的硫和硼的超掺杂，验证了该

技术的普适性。同时他们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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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低维碳材料的氟化度进行控

制，可精确调控氮和硫等轻质元素

的掺杂度。大量研究证明轻质元素

掺杂在低维碳材料中的均匀性对掺

杂材料的性能改进效果具有重要影

响。该研究团队以氮超掺杂石墨烯

为例，通过超高分辨球差校正透射

电镜对其结构和成份进行了表征，

发现氮掺杂分布具有高度均匀的特

征。同时，从原子尺度上也证实了

氟化退氟处理能够在石墨片的基面

上制造高浓度的空位，进而有利于

轻质元素的超掺杂。

最后，该合作团队还对氮超掺杂石墨烯的磁、超级电容和氧催化等特

性进行了研究，发现氮超掺杂石墨烯均表现卓越。在磁性方面，氮的超掺杂

引入了高浓度的局域自旋，有利于自旋间发生强的铁磁耦合，并实现了近室

温的铁磁性。此超掺杂技术还有望应用在磷和硅等元素的超掺杂，并对更难

以掺杂的低维碳材料薄膜和单纳米器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有望进一步推动

其在电子学、自旋电子学和储能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

该项工作是汤怒江教授/都有为院士团队近年来在低维碳材料磁性研究

方向系列工作中的又一重要成果，相关前期成果分别发表在Appl. Phys. Lett. 

102, 013111 (2013)、Sci. Rep. 3, 2566 (2013)和ACS Nano 7, 6729 (2013)等重

要学术刊物上。该研究得到了科技部纳米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中科院等的资助。

《自然・光学》刊登南京大学朱嘉教授研究组
 新型“高效太阳能海水淡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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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效太阳能海水淡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

究成果以3D Self-assembly of Aluminium Nanoparticles for Plasmon-enhanced 

Solar Desalination为题发表于《自然・光学》（Nature Photonics (DOI: 

10.1038/NPHOTON.2016.75)）。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副研究

员周林与硕士生谭颖玲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朱嘉教授是论文的通讯作

者，本项研究受到了祝世宁院士的指导与支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淡水资源形势日益严峻，海

水淡化作为获取淡水的有效方法之一，引起广泛关注。然而目前传统的海水淡

化装置消耗大量热能或电能，碳排放量大、装置体积庞大，且淡化效率、效

果均有待提高。利用太阳能光蒸馏的海水淡化技术低碳环保，然而多年来一

直受限于较低的光热转换效率（~30-45%）而无法大规模应用。朱嘉教授研究

图1. 等离激元增强太阳能海水淡化的设计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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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国际上首次利用等离激元增强效应实现了高效太阳能海水淡化（能量传递

效率~90%，淡化前后盐度降低4个数量级）。该研究发现，三维铝颗粒等离激

元黑体材料是实现高效率太阳能海水淡化的绝佳体系，图1给出铝颗粒黑体材料

用于等离激元增强太阳能海水淡化的设计示意图。首先，等离激元铝黑体材料

具有宽太阳光谱超高光吸收效率（在400-2500nm宽太阳光谱范围平均吸收效率

图2. 三维铝颗粒等
离激元黑体自组装
工艺与组装前后光
学照片对比图

>96%），确保了海水淡化过程中光

热转换效率大大提高；其次，铝纳

米颗粒的局域等离激元光学共振效

应使得漂浮在水面的紧密排列的铝

颗粒附近区域产生极高的局部温度

和电磁场增强效应，非常有利于快

速有效的淡水蒸汽产生，多孔结构

又提供了有效的蒸汽逃离通道。最

后，铝颗粒等离激元黑体材料制备

采用低成本金属铝为唯一原材料，

采用了简单可规模化生产的自组装

制备方法（图2），且材料的淡化

性能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耐用

性，这对高效率太阳能海水淡化技

术的实用化将产生重要的意义。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计划（青年“973”），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群体及面上项目，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江苏省优势学科等项目的资助。

南京大学周健副教授、陈延峰教授研究组
在量子化拓扑霍尔效应的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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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科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周健副教

授、陈延峰教授研究组在量子化拓扑霍尔效应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结果以

Predicted Quantum Topological Hall Effect and Noncoplanar Antiferromagnetism 

in K0.5RhO2为题，于2016年6月20日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116, 256601 

(2016)）上。

霍尔效应（Hall effect）是指在一个通有电流的导体中，如果施加垂直

磁场，则在垂直于磁场和电流的方

向上产生一个横向电压的现象。这

一现象由E. H. Hall于1879年发现，

次年他进一步发现：在铁磁导体中

的霍尔效应远大于非磁材料，甚至

在不加外磁场时也会有霍尔效应，

被称为反常霍尔效应（anomal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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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effect）。对于霍尔效应，可以

用简单的洛伦磁力来解释，而本征

的反常霍尔效应则需要利用电子的

自旋轨道耦合和Berry曲率才能够

得到解释。

在霍尔效应发现100年后，德

国物理学家Von Klitzing于1980年

发现了量子霍尔效应，即整数量子

霍尔效应。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崔琦

则于1982年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

应。对应于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

更为扑朔迷离，直到2013年，我国

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团

队才在铁磁掺杂的拓扑绝缘体（Cr

掺杂(Bi,Sb)2Te3）中实现了量子化

反常霍尔效应（quantum anomalous 

Hall effect, QAHE），从而成为继

量子霍尔效应、量子自旋霍尔效应

之后的“量子霍尔效应家族的最后

一位成员”。

但事实上，反常霍尔效应可

以更“反常”。2001年，东京大学Nagaosa教授等提出：如果一个巡游电子

经过一个非共面磁结构，就会获得一个Berry相位γ=Ω/2，其中Ω=S→1·(S
→

2×S→3)

代表三个自旋矢量张成的立体角，也就是scalar spin chirality，如图1所示。

这个Berry相位等效于一个外磁场，从而可以产生巨大的反常霍尔效应。人

们把这种由非共面磁性所造成的反常霍尔效应称之为非常规的反常霍尔效

应（unconventional anomalous Hall effect）或者拓扑霍尔效应（topological 

anomalous Hall effect, THE）。目前人们已经在多个体系中证实了THE的存

在。比如最近在室温下观察到Mn3Sn中具有的巨大的反常霍尔效应就是来自

于这种非共面磁性。在Skyrmions体系中也观察到了THE。

那么这种“反常”的反常霍尔效应是否可以实现量子化呢，即是否存

在量子化拓扑霍尔效应（quantum topological Hall effect, QTHE）呢？目前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而我们的工作第一次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预测层状

Rh氧化物材料K0.5RhO2可能会具有QTHE。

KxRhO2是一个由RhO2层和K层交替排列形成的层状材料（图2(a)），其

中RhO2层形成二维的三角晶格。当x=0.5时，我们通过计算并比较了大量不

同磁结构的能量，发现该材料具有一个特别的磁基态：全出／全进的非共面

反铁磁（图2(a)和(b)），该磁结构元胞为晶体学元胞的4倍（2×2×1）。从

能带上看，该材料具有一个0.22 eV左右的能隙，而且在能隙中，具有量子

化的反常霍尔电导σAH，（图2(d)）。我们计算了该体系的陈数，发现一个元

胞中的陈数是2，这是因为一个元胞里有两层RhO2，每一层的陈数为1，所

以总的陈数为2。理论上预言，具有非零陈数的体系可表现为内部是很好的

体态绝缘性质，而在边界上存在手性拓扑导电态，可无耗散地传输电流从而

极大地降低器件的能耗，因此在材料科学和电子学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在上述的计算中，我们并没有包含自旋轨道耦合，非共面的磁结构来

自于三角晶格的自旋阻错。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自旋轨道耦合的作用，则结果

类似（如图2(e)）。通过简单的海森堡模型估算出该体系磁结构的奈耳温度

在20K左右，远高于目前实验上的Cr掺杂(Bi,Sb)2Te3体系的温度。

因此，我们通过第一性原理预测：K 0.5RhO 2中可能存在一种新的

QAHE—即QTHE。该效应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需要自旋轨道耦合，也不

需要系统具有净磁矩或者铁磁性，完全可以在净磁矩为零的反铁磁材料中实

现QAHE。该工作为实验上寻找其它的QAHE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图1. 三个非共面的磁矩张成一个立体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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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周健副教授和绍兴文理学院物理系

梁奇锋副教授为共同第一作者，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陈延峰

教授和工学院台湾大学物理系郭光宇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中科院物理所

翁红明研究员、南京大学姚淑华副教授、物理学院陈延彬副教授和董锦明

图2. (a) K0.5RhO2的全出／全进的磁结构元胞，绿色箭头代表Rh离子磁矩的方向；(b) 一层RhO2层形成
的三角晶格及其磁矩；(c) 一层RhO2层中四个Rh离子上的磁矩张成一个Bloch球面，其立体角为4π，
因此对应的Berry相位为2π，陈数为1；(d) 不考虑自旋轨道耦合时，全出／全进磁结构的能带图（左）
和对应的反常霍尔电导随费米能的变化；（e）同图(d)类似，但是考虑了自旋轨道耦合效应。

教授参与了本工作。本工作得到了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

等基金的支持。

《自然・通讯》发表南京大学张海军教授研究组
 有关Weyl半金属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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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

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张海军教授研究组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姚宏

研究员研究组密切合作，在Weyl半金属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研

究成果以Symmetry-protected Ideal Weyl Semimetal in HgTe-class Materials为

题，于2016年04月01日在线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7,11136 (2016)）上。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生阮佳伟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博士生简少恺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张海军教授和姚宏研究员（南京大学

校友）为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邢定钰院士和斯坦福大学张首晟教授指导

了本项工作。

1928年，英国物理学家Dirac

提出了一个描述电子运动的相对论

性量子力学方程，即Dirac方程。

该方程可以成功描述高速运动的电

子，譬如，给出氢原子能级的精细

结构，自动导出电子的自旋量子

数为1/2，并且预言了正电子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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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HgTe的闪锌矿晶
体结构。(b)外部应力下的
HgTe的相图。包含拓扑绝
缘体相、Type-II Weyl半
金属相和理想Weyl半金属
相。(c)Weyl点处的能带
结构。(d)动量空间的四对
Weyl点。所有Weyl点被对
称性限制在kx=0和ky=0平
面里。(e)（100）表面上
的Fermi弧。（f）放大效
果的Fermi弧。

在。随后，德国物理数学家Weyl

指出，当电子质量为零时，Dirac

方程可以解耦成两个方程，描述了

一对具有相反手性的新粒子——即

‘Weyl费米子’。然而， 80多年

来，人们始终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发

现Weyl费米子存在的踪迹。

2011年，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的万贤纲教授及其合作者首先注意

到烧绿石结构的5d过渡金属氧化物

Y2Ir2O7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磁有序结

构，结合强的自旋轨道耦合相互作

用，其低能激发的能量-动量色散

关系精确地满足Weyl方程。也就是

说，这种低能准粒子激发就是人们

找寻多年的Weyl费米子，该物质

态被称为Weyl半金属。该发现是

国际凝聚态物理前沿的重要科学突

破，Weyl半金属新奇的物理性质对

低能耗电子器件、量子计算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实验上发现的

Weyl半金属只有TaAs系列材料。

虽然这类材料在实验上展现了Weyl

半金属的多种重要特征，如，负磁

阻效应、费米弧、高迁移率等，但

他们都还不是‘理想Weyl半金属’

体系，因为Weyl点没有精确落在

Fermi能级上，并且与许多平庸体

态纠缠混合在一起。

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和理论模

型分析，本项工作发现HgTe系列化

合物，包括HgTe、HgSe和部分half-Heusler化合物，可以实现新型的‘理想

Weyl半金属’态。我们知道，HgTe系列化合物具有立方晶格对称性，Fermi

能级附近的p轨道成分能带形成轻空穴和重空穴，并且在Γ点处能级简并。

HgTe、HgSe和部分half-Heusler化合物的价带和导带之间发生能带翻转，故

而费米能级穿过轻重空穴的简并点。通常认为，破坏立方对称性的轴向应力

可以使得轻重空穴之间打开能隙，实现具有体能隙的拓扑绝缘体态。我们的

研究工作发现，轴向压力（或面内张力）确实可以打开体能隙，实现拓扑绝

缘体态；然而，轴向张力（或面内压力）则不能打开能隙，而是得到对称

性保护的稳定Weyl半金属态。该Weyl半金属态具有多重优点：1）在足够大

的应力范围内，不敏感于外部应力的大小而稳定存在。 2）受对称性要求，

Weyl点被限制在kx=0或ky=0平面内。3）没有平庸体态的混合，并且Weyl点

之间可以通过对称性关系彼此联系，故而所有Weyl点精确落在Fermi能级

上。我们称之为‘理想Weyl半金属态’。

该项工作在推进Weyl半金属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该理想

Weyl半金属态摆脱了平庸体态的混合，为人们研究Weyl费米子的新奇本征

物理性质及其他衍生特性提供了一类理想平台。其次，该Weyl半金属态可

以由标准的Luttinger哈密顿准确地描述，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理

想的理论模型。另外，half-Heusler系列化合物展现出丰富的物性，包括，超

导、重费米子、磁性等，为Weyl半金属物性的交叉研究提供了多种机会。

该项工作主要得到了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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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黄吉平教授研究组
在零能耗保温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2016年7月29日，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复旦大学

物理系黄吉平教授研究组在零能耗保温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论文发表在《物

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DOI: 10.1103/PhysRevLett.117.055501）。

此文提出了一个物理概念：“环境温差中的零能耗保温”，甫经发表就被

Physics选为焦点文章专题报道。

何为“环境温差中的零能耗保温”？人们都知道月球的表面温差非常

大，太阳照射到的表面（朝阳面）温度可高达127℃，而太阳照射不到的表

面（背阳面）温度可低达-183℃。朝阳面与背阳面之间的温差高达310℃。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场合都会遇到，例如在太空中飞行的人造卫星和

航天器，它们的朝阳面和背阳面都有巨大的温差。为此科学家们让人造卫

星不停旋转，从而确保人造卫星保留在一个相对恒定的安全温度。而对航天

器而言，特别是载人航天器，其中的保温系统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就耗费了

很多用于保温的电能。鉴此，黄吉

平教授研究组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既然朝阳面和背阳面有如此大的温

差（即环境温差），那么，这个温

差能否为我们人类所用呢？需知最

适合人类居住的温度也就是20℃左

右。假设（仅仅是假设）一个航天

器的朝阳面和背阳面温度分别为

100℃和-100℃，这个温度区间已

经包含了适宜我们人类居住的温度

20℃，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耗费电

能以维持航天器内部温度（20℃）

呢？为什么不可以设置合适的航天

器外壳，使其对环境温度自动响

应，从而维持航天器内部的温度为

20℃？如果可以，这样的好处显而

易见：不再需要额外消耗电能用于

保温了，或说，实现了“环境温差

中的零能耗保温”。

如何从环境温差中捕获、并

维持特定的温度？这正是黄吉平教

授研究组在文中提出并致力解决

的问题。他们是这样做的：图一

(a)展示的是他们的理论模型或框

架，A材料(Type-A)是一种相变材
图一：温度捕获理论的模型及有限元模拟结果：(a-d)零能耗恒温器；(e-h)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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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它的转变温度是Tc，当温度远

高于Tc时，A材料是热的良导体，

而当温度远低于Tc时，A材料是热

的不良导体。B材料(Type-B)也是

一种相变材料，它的转变温度也是

Tc，但是，与A材料不同的是，当

温度远高于Tc时，B材料是热的不

良导体，而当温度远低于Tc时，B

材料是热的良导体。A材料和B材

料之间填充的是普通材料(Common 

material)。注意：这里的转变温度Tc就是T0（低温端温度）和T3（高温端

温度）之间的某一个值，它就是期望捕获的温度，由以上分析可见，通过

选用合适的材料，Tc是可以预先确定的。图一(b-d)中的模拟结果显示，保

持低温端温度(T0)不变时，当高温端温度(T3)从323.2K上升到338.2K，再上

升到353.2K时，中央区域的温度几乎维持不变，即分别为293.3K, 293.4K, 

293.5K。而对照组中的温度则显著变化（见图一(f-h)），分别为298.2K, 

305.7K, 313.2K.可见，温度捕获效果实现了。这里最后还需要补充的是，图

一中仅仅是为了比较的便利，人为的把低温端的温度固定不变，事实上，如

果低温端温度也显著变化的话，类似的温度捕获效果同样呈现，这是因为Tc

是固定的，它满足T0<Tc<T3。

上面介绍的是温度捕获理论及其模拟结果。但是，上述温度捕获效果

能否在实验中实现呢？为此，黄吉平教授研究组制备了实验样品，细节可见

图二。基于图二(a,b)的实验设计，从图二(c)可见，实验样品的材料设计符合

理论上对A材料和B材料的要求。针对图二(b)的实验样品，其测试结果就在

图三(a-c)中。可以看到，此时当高温端温度显著变化，该样品中央区域的温

度基本维持不变；而对照组（图三(d-f)）中同样区域的温度却显著变化。该

实验结果显示了环境温差中零能耗保温的现实可行性。
图二：(a-b)实验样品设计;(c)A材料和B材
料的实验参数(Experiment)与理论条件
(Theory)的对比。

图三：实验测试结果：(a-c)零能耗恒温器；(d-f)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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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经完整介绍了环境温差中零能耗保温的理论、模拟和实验。

其实，这个概念的提出还有更多的应用价值，除了上文提及的用于航天器

保温外，它还可用于设计热隐身衣——其可以使得热流不能够进入某个特

定区域，但并不影响外面热流线的分布，好像这个特定区域不存在似的。

当前，热隐身衣的研究收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迄今，国内外研究人员

发展了不同的理论方法或实验手

段用于获得热隐身效果，值得一

提的是，2015年，黄吉平研究组

还提出开关热隐身的概念，从而

使得实现能够随环境变化的智能

热隐身衣成为可能. 但是，对现有

的所有热隐身衣而言，当其处于

变化的环境温差中时，其中央隐

身区域的温度也会随着环境温度

的变化而显著变化，这就制约了

热隐身衣的进一步发展，为此，

黄吉平研究组基于零能耗保温这

个新概念，设计了一种新型热隐

身衣，其中央隐身区域的温度几

乎不随环境温度变化（图四）。

黄吉平教授研究组提出的温

度捕获理论有助于实现新的保温方

法或控温方法，而零能耗保温这个

概念则对节能领域有参考价值。当

然，此文仅仅是可行性方面的科学

论证，相关效果能否真正实现并走

向应用，现在看来还遥遥无期。

图四：新型热隐身
衣：中央隐身区域
温度不随环境温度
变化而变化。(a)理
论设计；(b-d)有限
元模拟结果。

南京大学介电体超晶格实验室
研制出首个表面等离激元光量子逻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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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重点实验室李涛教授、祝世宁院士研究组最近报告研制出迄今为止尺

寸最小（14×14μm2）光量子控制－非门。该量子逻辑门也是国际上首个基

于等离激元体系的具有光量子信息处理功能的量子器件，能进行二比特量

子操作，可作为量子集成芯片上的基本运算单元。二比特的控制－非门和

单比特的哈达玛门是通用量子计算

芯片的二种基本逻辑单元。这种基

于表面等离激元构建的光量子逻辑

门体积小，因而可大幅度提高光量

子芯片集成度，减少芯片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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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子逻辑门研制成功向着实现

光量子计算目标又前进了一步。该

成果近期发表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7:11490 

DOI: 10.1038/ncomms11490）上，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漱明副研究员

是论文的第一作者。

基于量子力学的信息处理技

术使用量子位叠加原理突破了经典

信息处理仅用0和1编码方式，在根

本原理上较之于经典计算有着无与

伦比的优势。光子作为一个很好的

量子信息处理的载体具有很好的相

干性和单比特操作特性。近年来，

光量子信息处理系统已经广泛应用

于量子通讯、量子测量和量子计算

等领域。然而，为了应对大规模信

息处理和计算的要求，如何将光子

处理系统的尺寸进一步的压缩已经

成为近期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当

前，有一些基于路径编码的量子逻

辑门和量子算法已经可以在集成光

路中实现了，不过路径编码方式决

定了其集成度不可能很高。而另一

种编码方式——偏振编码，从原理

上可以将光路简化，但却很难在集

成光路中实现。这是因为光子芯片

中的偏振分束和偏振旋转，需要通

过更加精确地设计波导耦合长度来

实现，这种精准度对现有的集成光

路设计和制成提出极大挑战。

目前研制成功的等离激元光量子控制－非门巧妙地利用介质加载金属表面

等离激元波导成功实现了TE和TM两种偏振模式的操控，仅仅使用一个偏振依

赖分束器（图一）就实现了偏振编码的二个量子比特的控制－非门。它的尺寸

只有14×14μm2（比之前他人的结果减小了4个量级），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光

量子逻辑门。实验给出的该控制非门的逻辑功能真值表（图二）显示了该逻辑

门具有高的保真度（63.7% ≤ Fprocess ≤ 80.3%）和很好的纠缠产生能力。

图一：（A）传统偏振编
码的控制非门的设计；
（B）使用介质加载表面
等离激元波导的工作原
理；（C）偏振依赖分束
器的SEM图；（D）从右
耦入端入射的TM模式的
传播效果；（E）从左耦
入端入射的TM模式的传
播效果；（F）从左耦入
端入射的TE模式的传播
效果。蓝色箭头表明耦入
光位置和偏振方向。

图二：（A）基于介质加载金属表面等离激元的控制非门在ZZ基上测试得到的各基矢的几率；
（B）在XX基上测试得到的各基矢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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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漱明副研究员完成了样品的设计和测试，南京

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博士生程庆庆完成了样品的加工，东南大

学龚彦晓博士和美国西北大学孙诚教授也是本工作的合作者，李涛教授

和祝世宁院士指导了此项工作，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张若筠教授和马小松

教授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该项研究主要在南京大学人工微结构科学与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完成，得到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量子调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

目，重大集成项目，优秀青年

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以及南京

大学登峰人才计划（B类）的支

持。孙诚教授受到国家外专局高

端国外专家项目的支持。

《自然・通讯》刊登南京大学卢明辉、刘晓平、陈延峰教授研究组
 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带隙材料方面研究所取得的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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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刘晓平、卢明辉和陈延峰教授

研究组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带隙材料研究中取得的重要进展——“宇称-时

间对称的布洛赫振荡”。他们与加州理工、中科院物理所合作，利用先进的

硅基片上集成工艺技术，成功制备出宇称-时间（PT）对称性调控的二维PT

对称超构材料，研究通讯波段红外光波在其中的集体传播行为。首次实现

了无阈值的宇称-时间对称性破缺的布洛赫振荡现象，并发现由此导致的二

次辐射。相关成果以Experimental Realization of Bloch Oscillations in a Parity-

Time Synthetic Silicon Photonic Lattice为题发表于《自然・通讯》（Y-L. Xe 

et al., Nat. Commun. 7,11319(2016)）。

最近几年来，宇称-时间（PT）对称光子学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

注，被《自然・物理》选为近十年来物理学的十大发现之一（Nature Phys. 

11, 799(2015)）。在此之前，我们

曾经报道了在一维Si基波导上制备

PT对称超构材料，成功实现了单

向模式转换（Science，2011）和单

向无反射传播（Nat. Mater. 2013）

两个重要的进展。这篇论文报道了

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拓展：从一

维拓展到二维。在二维PT对称超

构材料中，涉及到更复杂的耦合过

程。类比于电子晶格体系，我们设

计的二维体系中引入了光场的梯度

“力”，使得其本征模式劈裂成无

数个均匀“能量”间隔模式组成的

Wannier-Stark阶梯；通过整体激发

阶梯中的所有这些模式，在这个二

维晶格中可以发生由这些模式相干

叠加形成的实空间的经典布洛赫振

荡。然而，与电子系统不同，我们

这个体系中引入了周期性的宇称-

时间对称性的调制，将光场的梯度

“力”变成同时具有实部和虚部，

因此，Wannier-Stark阶梯演化成为

图-1：二维宇称-时间对称
超构材料的设计（a）及实
验制备的材料（b），以及
光学耦合输入端口的放大
图（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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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量”空间上的两套由无数个

模式组成的阶梯，其中一套带有有

效增益，另外一套带有纯损耗。由

于这个新的维度的引入，其中的布

洛赫振荡的物理图像变得不同寻

常，表现为新的Wannier-Stark阶梯

在传播过程中不停地向外辐射能

量，而在布洛赫振荡的恢复点附近

形成了最强的二次辐射。

本论文首次在实验上实现了硅

基集成的PT二维晶格，研究了在

PT对称性调控的超构材料中光波的

传播、耦合和辐射行为，并首次观

测到了PT对称超构材料中特有的、

伴随有二次辐射的布洛赫振荡现

象。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的布

洛赫振荡发生在无阈值的宇称-时

间对称性破缺点。这意味着即便是

具有无穷小的损耗的宇称-时间调

制，布洛赫振荡二次辐射过程都是

可以观测到的。

PT对称的量子力学方程具有

非厄密的哈密尔顿，却具有实本征谱，被认为是研究开放系统量子物理的重

要方程，最近一些年来备受关注。PT对称光子学是目前在PT对称量子力学

实验方面开展研究最为深入的领域。另一方面，本研究在Si基光子芯片上首

次实现了二维的PT对称超构材料，而Si基光子学是目前光电子器件最重视的

发展领域。因此，上述理论和实验不仅在基础物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

对于Si基光子学器件原理的拓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徐叶龙、加州理工的William S. Fegadolli博士、中科

院物理所的甘霖副研究员是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卢明辉教授和刘晓平教授

为共同通讯作者。本工作是加州理工的Axel Scherer教授、中科院物理所李

志远研究员以及南京大学的陈延峰教授小组共同合作的研究成果。项目得到

了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等

基金的资助。

图-2：（a）宇称-时间调制的光晶格中的布洛赫振荡理论模拟，（b）布洛赫振荡恢复点附近
的理论模拟结果，（c）对应于（b）中区域的近场光学测量实验结果。

《物理评论快报》刊登南京大学程建春教授研究组
 在声学角动量操控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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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学研究所程建春教授和梁彬教授在声学轨道角动量操控方面的研究取得突

破, 最新研究成果以Convert Acoustic Resonances to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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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题发表在 2 0 1 6年 7月 1 5日的

《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117034301 (2016)）上。该工

作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张

黎昆博士及法国Jean Lamour研究所

的李勇博士合作，论文第一作者为

博士生江雪，南京大学是第一作者

单位。

近年来对声涡旋场的研究得到

了大量的关注。图1显示了拓扑阶

数m=1的涡旋场的波阵面的典型形

状。拓扑阶数描述了在一个波长的

传播距离内涡旋场的波阵面发生扭

转的次数。阶数越高，波阵面在传

播过程中扭转的越快。声涡旋场携

带声学轨道角动量（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OAM）无疑代表了一

个新的声波操控的自由度，在众多

领域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例如实现

角动量的远程传递，设计出可以在

不接触物体的情况下，远距离施加

扭矩使之旋转的“声学扳手”，对

医学超声等领域意义重大。因而研

究声涡旋场的产生与操控机理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与应用前景。

已有研究中，声学轨道角动量的产生主要基于主动声源技术、或利用

螺旋几何结构。第一种原理将引入繁杂的电路和高昂的成本，且在高频范围

内不具适用性。第二种原理利用螺旋结构对声波的衍射，将带来庞大的体积

和非平整的表面形状。传统的声涡旋生成方法中存在的各种缺陷对其在实际

中的应用潜力产生极大限制。如何利用小尺度、平面状的简单非螺旋状结构

来高效产生声学轨道角动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图1：拓扑阶数m=1的声涡旋场示意图

图3：拓扑阶数m=1的贝塞尔型声涡旋场仿真结果

图2：基于声学共振引入轨道角动量的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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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实验样品照片及实验测量结果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工作提出

一种引入声学轨道角动量的全新机

制，可带来效率高、尺寸小、设计

制备简单、外形平整且不包含螺旋

结构等重要特性。图2是该设计思

路的原理示意图。如图所示，该机

理不需要依赖于随角度呈螺旋变化

关系的入射相位或传播距离（分别

需要采用传统的有源及无源方法产

生），通过在亚波长的非螺旋状平

面结构中激发声学共振来产生等效

声波矢量的角分布，将原本不具有

声学轨道角动量的入射平面波的波

阵面“拧”成螺旋形，使之携带轨

道角动量。图2展示所产生的一阶

贝塞尔型声学涡旋场在不同传播距

离上结果，图3为实验样品以及理

论、仿真、实验结果的对比图，验

证了将声学共振转化为声学轨道角

动量这一新机理的有效性。

基于这种新原理设计的声学共振结构具有大于95%的高透射率、超薄的

结构尺度及完全平整和非螺旋状的几何结构，并且其材料选择广泛，结构简

单，极大降低了设计与制备的难度。这一设计思路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

通过调整声学共振体的几何参数对拓扑阶数进行精确控制。此研究成果为使

用微型化、集成化的声学结构产生任意拓扑阶数的声学轨道角动量提供了关

键支持，开辟了声学角动量产生与操控的新途径，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该工作得到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南京大学登

峰人才计划（B 类）的支持。

《物理评论快报》发表南京大学张海军教授研究组
 Weyl半金属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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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张海军教授研究组与清华大学高等

研究院姚宏研究员研究组密切合作，在Weyl半金属研究方面连续取得突破

性进展，最新研究成果以Ideal Weyl Semimetals in the Chalcopyrites CuTlSe2, 

AgTlTe2, AuTlTe2, and ZnPbAs2为题，于2016年06月3日在线发表在《物理评

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6, 226801(2016)）上。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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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阮佳伟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简少恺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张海

军教授和姚宏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邢定钰院士和斯坦福大学张

首晟教授指导了本项工作。

1929年，德国物理数学家H. Weyl预言了一类具有固定手性（左旋或者

右旋）的零质量的新粒子——Weyl费米子。然而， 80多年来，人们始终没

有在现实世界中发现Weyl费米子存在的踪迹。直到2011年，南京大学的万贤

纲教授及其合作者发现在凝聚态中低能激发的能量-动量色散关系可以精确

地满足Weyl方程。这种低能激发准粒子就是人们寻找多年的一类Weyl费米

子。该理论发现是国际上凝聚态物理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Weyl半金属具有

手性反常等新奇物理性质，对低能耗电子器件、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目前，实验上确认的Weyl半金属只有TaAs系列材料。虽然这类材料在

实验上展现了Weyl半金属的多种重要特征，如负磁阻效应、费米弧、高迁移

率等，但他们都还不是‘理想Weyl半金属’体系。从理论模型上来说，该类

材料的低能电子态起源于复杂的d轨道，没有一个简单的低能有效模型。从

实验方面来说，体系中的Weyl点与平庸的体态混合在一起，导致实验上不能

准确探测到Weyl半金属的本征特性。

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和有效

模型分析，研究组前期对HgTe系

列经典化合物，包括HgTe、HgSe

和部分ha l f -Heus le r化合物，进

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外加轴向压

力（或面内张力）可以打开一个

体能隙，实现拓扑绝缘体态；然

而，轴向张力（或面内压力）并

不能打开体能隙，而是得到一类

新型的对称性保护的稳定Weyl半

金属态。该Weyl半金属态具有多

重优点。首先，其低能电子态起

源于Te的p轨道，可以由标准的

Luttinger哈密顿来描述，为进一

步的理论工作提供了一个简洁漂

亮的有效理论模型。此外，体系

中Weyl点受对称性要求，被限制

在kx=0或ky=0平面内，并且Weyl

点之间由对称性关系彼此联系，

本质为一套Weyl点。特别重要的

是，所有We y l点精确坐落在费

米能级，没有与平庸体电子态混

合。故而，研究组称这类电子态

为‘理想Weyl半金属态’（Ruan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11136 (2016)）。

是否存在某种真实的材料体

系，在不需要外部应力的条件下，

直接实现这种理想Weyl半金属态

呢？该项研究工作发现一类黄铜

矿结构化合物ABC2(如CuTlSe2, 

AgTlTe2, AuTlTe2, and ZnPbAs2)

可以自然地展现‘理想We y l半

金属态’，不需要外加的应力

图1：a和b是黄铜矿晶格结构示意图。a中的δu表示C原子偏离A和B原子构成的四面体的中
心。b中标出了晶格结构的二度旋转对称性和镜面对称性。c为动量空间的四对Weyl费米子分
布示意图。d为包含四个Weyl点的+kz平面的Berry曲率。e和f为（001）表面的Fermi面和表
面态色散。



48 微结构通讯 2016_2-3

协同之
Breakthroughs & Milestones

光

作用（Ruan et al. Phys. Rev. Lett. 

116,226801(2016)）。如果把闪锌

矿HgTe取两倍的超包Hg2Te2，那么

Hg2Te2成为黄铜矿晶格结构化合物

(A=B=Hg，C=Te)，故而闪锌矿晶

格结构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黄铜

矿晶格结构，见图1。对于一般的

黄铜矿化合物，A原子与B原子是

不同原子，故而A和B原子围绕C原

子形成的四面体不再是正四面体，而会发生畸变。这种结构畸变效应自发地

产生一种有效于闪锌矿结构HgTe中的外部轴向压力或者张力。基于第一性

原理计算，该项研究发现CuTlSe2, AgTlTe2, AuTlTe2, and ZnPbAs2中自发产生

一种有效轴向张力，故而自然实现理想Weyl半金属态。

该项工作进一步推进了该研究团队前期的理想Weyl半金属研究工作，

为人们研究Weyl费米子的新奇本征物理性质及其他衍生特性提供了一类理想

平台。

研究工作主要得到了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资助。

复旦大学肖艳红教授研究组
首次实现宇称—时间反对称性光学体系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成员、复旦大学物理学

系肖艳红教授研究组今年8月在

《自然•物理》（DOI: 10.1038/

NPHYS3842）上发表题为Anti-

Parity-Time Symmetry with Flying 

Atoms的文章。报导该组在实验上

首次实现具有宇称-时间反对称性

（Anti-PT对称性）光学哈密顿量

的相关结果，该工作是与美国耶鲁

大学蒋良教授和温建明博士理论团

队的合作成果。

（1）概念：何为PT对称性？

在传统的量子力学中，描述一

个量子力学系统的哈密顿量在数学上必须具有厄密性，从而保证实的可观测

量和体系几率守恒。这意味着该系统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不与外界发生能量

交换。非厄密的哈密顿量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近似工具用于等效地描述一个物

理体系与外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情形。然而，Bender 和 Boettcher在1998

年指出，厄密性并非本征值为实数的必要条件，对于满足宇称-时间对称性

（PT对称性）的非厄密哈密顿量，在发生对称性破缺之前其本征值全部为

实数，发生对称破缺之后其本征值将出现虚数。对称性从非破缺到破缺的过

程即为相变，类似于从水变成冰的过程，水的状态从液态变成了固态。所谓

PT对称性则是指该哈密顿量在经过一次时间反演（T）和空间反射（P）操

作之后依然保持形式不变。可以这么理解，假设存在一个世界和一面巨大的

镜子，在镜子当中反射出的世界里如果让时间倒流，我们看到的情形和镜外

的世界完全一样，那么这个世界就是PT对称的。该理论很可能拓宽目前量

子力学框架，因此激发了人们对非厄密量子力学与量子场论、非厄密安德孙

模型、开放量子系统等诸多前沿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通过光学势场模

拟，可以在实验上实现目前量子力学框架中无法实现的等效PT对称的非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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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哈密顿量，并应用于大截面单模激光器、完美激光吸收器、单向可视结构

等中。

以往有关PT对称的实验都集中在固体体系，要产生PT对称的哈密顿

量，需要复杂的人工材料技术。一般而言，原子体系的量子态寿命较固体体

系长很多，能实现频率分辨力很高的精密光谱；而且弱光在原子中的光学势

场可以通过另一束强光来构建和调控，因而无需像固体体系那样用微纳加工

来实现特定的光学势；另外，近十几年来发展起来的光和原子的谐振相干控

制技术，以电磁诱导透明（EIT）为代表，使得光和原子可以在强耦合的情

况下依然保持很好的相干性。如果能在原子体系中实现PT对称，则将大大

增加非厄密光学的研究范围，展现更多有趣的光学性质，并产生新的光调控

手段。

（2）反面：PT反对称

任何事物有其正面，必有其反面，就像物质与反物质一样。作为与PT

对称相对偶的一个概念，时间-宇称反对称（PT反对称）的哈密顿量是指在P

和T操作之后，哈密顿量形式与原来相反，多出一个负号。在光学现象上，

PT反对称也将呈现与 PT对称完全对偶的特性，比如在PT对称体系中的无损

耗传播，对应到PT反对称体系中就是无折射传播，这为光的控制提供了崭

新的概念和技术手段，大大扩展了非厄密光学的研究范围。在此之前，PT

反对称性哈密顿量尚未在实验上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对称性概念虽然不是解释相应的物理现象所必须

的，但是它能从宏观上加深人们对物理本质的认识，并帮助人们设计出新型

的光学体系甚至实用器件。

（3）创新：利用原子热运动

实现光模式之间的耦合

实现PT或者反PT光学体系的

关键环节是实现不同光模式之间的

耦合。在肖艳红教授研究组的工作

之前，国际上还没有任何实验能实

现原子体系中的PT或者反PT对称

性。其主要难点在于，在原子体系

中实现两个光模式之间的耦合并不

如在固体中直接。固体中是通过波

导的消逝波将两个光模式直接进行

耦合，而原子体系中很难实现类似

的耦合。国内外很多课题组试图在

原子体系中模仿固体体系的特性，

从而实现PT对称，但是这些尝试都

未成功。在这样的情况下，肖艳红

教授课题组另辟蹊径，放弃了固体

体系中的波导耦合模式，而直接利

用原子体系本身的特点——原子的

热运动来构建两个光模式之间的耦

合。其基本思想是，原子在一个通

道中和光发生相互作用后，其量子

态将发生改变，该原子通过热运动

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光通道，与这束

光发生相互作用，将之前那束光的

信息传达给这束光，从而实现了两

个光模式之间的间接耦合，构建出

了PT反对称的哈密顿量。

（4）有趣：对称破缺、无折

射传播、非定域干涉、类四波混频

与固体体系中的PT对称实验

类似，肖艳红教授研究组也观测到

了体系中最重要的性质：对称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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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相变现象。在相变前，两个光模

式的谐振峰位置完全重合，相变后

又彼此分开。与固体体系中不同的

是，由于原子的量子态寿命较长，

因此实现了频率精度在1赫兹级别

的相变观测。在研究了以上基本特

性之后，肖艳红教授研究组还演示

了该体系中如下新奇有趣的光学现

象。

比如，一束光在经过不同的介

质时，其折射率通常是不一样的。

实验中，一束光经过折射率小于1

的介质，另一束光经过折射率大

于1的介质，它们所感受到的介质

折射率是不同的。而构建了PT反对称的哈密顿量将这两种介质放在一起之

后，在体系对称性破缺之前，两束光感受到的折射率均变为1，从而实现了

无折射传播，尽管此时两个介质的折射率依然是不一样的。

另外，众所周知，在一般的两束光发生干涉的实验中，如传统的迈克

尔逊干涉仪中，两束光在分光之后，最后在空间上必须再使之重合才能观测

到干涉现象。而本工作中，两束光之间能产生非定域干涉，即两束光在空间

上最终不重合也能看到干涉现象，这是因为原子在“远程”传递这两束光之

间的相互作用。

再者，传统的PT对称实验都是两个光模式之间的直接耦合，而热原子

体系中的耦合是间接的，原子间的自旋波先发生耦合，再把耦合信息传达给

光。正是由于中间多出的这一步，使得一些新颖的光学现象和光控制手段成

为可能。比如在肖艳红教授研究组的体系中，只需要改变光的旋性，就能实

现整个体系从线性到非线性的转变，实现一种类四波混频的过程，这在一般

的体系中是做不到的。

《物理评论快报》发表南京大学李绍春教授研究组、
 陈延彬副教授研究组关于二维拓扑绝缘体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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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

实验室李绍春教授与陈延彬副教

授合作，在表征二维拓扑绝缘体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研究

成果以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of 

Topological Edge States at the Surface 

Step Edge of the Topological Insulator 

ZrTe5为题，于2016年04月28日在

线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6, 176803 (2016)）上。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生李向兵，已毕业硕士生黄文凯，和南京大学现代工

学院博士生吕洋洋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李绍春教授和陈延彬副教授为论

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陈延峰教授和邢定钰院士指导了本文工作。邢

定钰院士在论文的写作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其它单位的参与者包括清华

大学的薛其坤院士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贾金锋教授。

二维拓扑绝缘体由于具有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而最近备受学术界的关

注。二维拓扑绝缘体的特点是，具有带隙的体能带结构和拓扑保护的一维

边界态。在实验上寻找结构稳定的大能隙二维拓扑绝缘体是当前凝聚态物

理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致力于提高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工作温度。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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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很多研究工作都聚焦于ZrTe5, 该材料很有可能是一种良好的二维拓

扑绝缘体。然而ZrTe5的三维体相的拓扑性质却存在极大的争议。理论计

算表明体相ZrTe5是弱拓扑绝缘体或者强拓扑绝缘体，而大量的实验结果

显示ZrTe5的体相具有半金属行为。在本工作中，我们首次利用高分辨的

扫描隧道显微技术在实空间的原子尺度上精确表征了ZrTe5的体态和边界

态，并发现在表面台阶处具有一维的拓扑边界态，而体能带具有100 meV

左右的带隙，从而证实了ZrTe5是一种新的大带隙二维拓扑绝缘体。另

外，我们还在实验上首次观察到了一维拓扑边界态在磁场下的响应。在外

磁场作用下，能量简并的一维边界态发生了能量劈裂。这种边界态在能量

上的劈裂与其体能带在磁场下的

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与理论

模型相吻合。

ZrTe5材料具有高质量的单晶

性和理想的一维表面台阶结构，为

进一步研究基于二维拓扑绝缘体界

面的奇异物理现象提供了良好的材

料平台，比如探寻Majorana费米子

或者反常量子霍尔效应等等。图一

显示了ZrTe5表面的台阶结构和原

子分辨的形貌；图二显示了实验上

测量得到的台阶处一维边界态和体

带隙。

本工作的完成得益于南京大学

在三个方面的完美合作，包括高质

量单晶样品的制备（陈延彬、陈延

峰），高分辨的低温扫描隧道显微

术表征（李绍春）和理论模型的支

持（盛利、邢定钰）。

工作得到国家科技部、自然科

学基金委、青年千人计划、以及中

央高校经费等项目的支持。

图一：(a)ZrTe5的晶体结
构；(b)4K下获得的ZrTe5

表面的台阶形貌，面积为
25x25nm2；(c)ZrTe5表
面的原子分辨形貌，面积
为8x8nm2；(d)在ZrTe5表
面获得的局域态密度信息
显示100meV的能隙。

图二：(a)在ZrTe5表面台阶处测量的微分
电导（局域态密度）；(b)图(a)的快速傅
立叶变换结果；(c)边界态在不同能量位置
的穿透深度；(d)体相（黑色）和边界处
（红色）的局域态密度比较；(e)边界态沿
着表面台阶分布的一维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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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袁辉球教授研究组揭示一类新超导态

相变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一

个物理过程，相变的发生通常会伴

随着系统中某种对称性的破缺。当

一个材料进入超导态时，其规范对

称性破缺，内部电子形成相干的库

伯电子对，从而导致电阻的消失。

对于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非常规超

导材料，如铜氧化合物高温超导体

和重费米子超导体等，除了规范对

称性破缺外，系统通常还表现出其

他对称性破缺。

LaNiC2和LaNiGa2是一类具有

正交晶体结构的超导材料：LaNiC2

的晶体结构缺乏中心反演对称，

而LaNiGa 2则是中心对称材料。

最近的μSR实验表明，LaNiC2和

LaNiGa2在超导转变温度以下产生

自发磁场，表现出时间反演对称性

破缺。对于常规的超导材料而言，

动量和自旋相反的两个电子形成库

伯电子对，电子的自旋磁矩相互抵

消，超导与磁互不相容。LaNiC2和

LaNiGa2中的时间反演对称性破缺

表明这类材料应该具有非常规的超

导性质。由于这两个材料的晶体对

称性都比较低，理论分析表明，只有非幺正的自旋三重态才能与实验上观察

到的时间反演对称性破缺相吻合。然而，先前的实验证据表明，LaNiC2和

LaNiGa2的正常态表现出简单金属行为，且其超导态呈现出一些常规s-波超

导的特征。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实验结果一直缺乏合理的解释，困扰着人们

对其超导机理的认识。

为了探究这一问题，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浙江

大学关联物质中心和物理系的袁辉球教授研究组通过多种极低温物性的测

量，包括磁场穿透深度，比热和输运性质等，系统地研究了这两个材料的超

导序参量。他们发现，LaNiC2和LaNiGa2均为两能带无能隙节点的超导体。

这一重要发现促使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超导配对态，即偶宇称自旋三重态。

通过与英国Kent大学和Bristol大学的理论学家的合作，他们提出了一种基于

两轨道的理论模型（如图所示）。由于自发磁场对自旋的极化作用，自旋简

并的两能带发生劈裂：里层能带自旋向下（绿色箭头）而外层能带自旋向上

（灰色箭头）。不同轨道上自旋方向相同，动量相反的两个电子配对而形成

非幺正三重态。与一般自旋三重态不同，该非幺正自旋三重态仍具有偶宇

称，但由于轨道交换的反对称性，其超导配对波函数仍是反对称的，符合泡

利不相容原理。不同于传统的两能带超导，该模型所产生的两个超导能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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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应于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的两种库伯电子对。

该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2016年7月7日的美国《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7, 027001 (2016). Editors' Suggestion.）上。袁辉球教授研究组先

前关于LaNiC2两能带超导的实验结果发表在New J. Phys. 15 053005 (2013)。

这些研究表明，LaNiC2和LaNiGa2代表一类新型的超导材料，表现出一种独

特的超导配机制。

该项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学

挑战计划等项目的资助。

南京大学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材料研究中取得突破
──首次实现声拓扑绝缘体并在《自然・物理》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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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卢明辉、刘晓平和陈延峰教

授研究组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材料的研究中取得突破，他们首次在理论上

提出并在实验上实现了声拓扑绝缘体及其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相关成果以

Acoustic Topological Insulator and Robust One-Way Sound Transport为题于2016

年8月29日发表于《自然・物理》（C. He et al., Nature Physics, doi：10.1038/

nphys3867(2016)）。

拓扑绝缘体是近些年来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热点，其电子能带结构的

拓扑性质使其具有独特的输运特

征：如体相绝缘而边界为金属态、

自旋相关的电子单向传播、背散射

抑制的鲁棒性等，这类材料可望在

自旋电子学、热电以及量子信息领

域获得应用。最近几年来，玻色子

（光子和声子）的拓扑态也引起了

人们的极大关注，例如对于光子，

人们相继提出了光量子霍尔效应、

光自旋量子霍尔效应和光拓扑绝缘

体等。而对于声子而言，如空气

声，因为它是偏振为零的纵波，所

以要想实现空气声的拓扑态的设计

极为困难，原因是：1）空气声的

传播通常与外加磁场无关，无法实

现类似磁光光子晶体中的光拓扑

态。迄今为止，仅有理论提出引

入环形气流产生有效“规度场”

来实现空气声的量子霍尔效应（X. 

Ni et al., New J. of Phys. 17, 053016 

(2015)）的设计，但由于动态调制

带来的不稳定性和噪声使得其在实

验上难于实现（Q. Wang et al., Sci. 

图1：（a）声拓扑绝缘体示意图。
（b）双重狄拉克点附近能带反转
机制。（c）投影能带和边界态。



54 微结构通讯 2016_2-3

协同之
Breakthroughs & Milestones

光

Rep.5, 10880 (2015)）；2）空气声

是纵波，无法像光拓扑绝缘体那样

利用其偏振特性构造一对满足赝时

间反演对称的态（C. He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113, 4924 

(2016)）。

基于南京大学在人工微结构

物理和材料（如声子晶体和光子晶

体）方面研究的长期积累，该团队

提出并在实验上验证了基于声子

晶体偶然简并的双重狄拉克点附近

能带反转构造声拓扑绝缘体的新机

制。其基本原理是：在六角晶格声

子晶体中，由于C6V对称性，使其具

有两个二维不可约表示，它为构造

四个简并的赝自旋态提供了基础。

随着占空比（半径/晶格常数）的连

续降低，可以实现布里渊区中心两

个两重简并的能带从打开—闭合—

再打开的过程。经历这个过程后，

声子晶体能带实现了反转，从而实

现了声的拓扑绝缘体（图1）。在

这个机制中，利用两个偶然简并的

Bloch态之间的杂化形成了纵声波的

赝自旋向上和赝自旋向下，而C6V

对称性可保证这对具有赝自旋的声

子Bloch态满足类似费米子时间反

演对称性。利用声拓扑绝缘体边界

构成的拓扑边界态具有背散射抑制

的能力，实验证明，在拓扑波导中

加入空穴、无序和弯曲等缺陷，声

图2：（a）声拓扑和常规波导对比样品照片。（b）拓扑波导透射谱。（c）规波导透射谱。

图3：（a）声自旋量子霍尔效应样品照片。（b）声赝自旋-透射谱。（c）声赝自旋+透射谱。

波均可无背散射的通过，即具有声传播的鲁棒性，而常规波导则有强烈的反

射（图2）。同时，他们巧妙地构造了一种“x”型的分路器模型（C. He et al. 

Appl. Phys. Lett.96, 111111 (2010)），使得赝自旋向上和赝自旋向下的声波具有

完全不同的入口和出口通道，因而在空间上分离出向上和向下的两类声子。

这一异质结构首次实现了在不需要激发和制备出单一声赝自旋（通常情况下

很困难，特别是在不清楚自旋态状况的情况下），验证并实现声的自旋量子

霍尔效应的方案：即声赝自旋向下逆时针单向传播而自旋向下则顺时针单向

传播（图3）。

这个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1）首次提出并在实验上实现了声拓扑绝缘体，

该模型结构简单、易于构造，可望应用于声传播调控和降噪隔声等领域；2）验

证了一种利用人工带隙材料中偶然简并Bloch态，为自旋为0的玻色子构造具有满

足费米子时间反演对称性的赝自旋态，从而实现玻色子拓扑绝缘体的新原理。

3）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利用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实现声学分路器的原型器件。

何程博士是论文的第一作者，卢明辉、刘晓平和陈延峰教授为共同通

讯作者。倪旭博士、博士研究生葛浩、孙晓晨以及陈延彬副教授参与了这个

课题的研究。研究得到了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

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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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钙钛矿八面体成为孤寡老人 | Ising 专栏

钙钛矿氧化物或者其它的钙

钛矿化合物都是围绕着BX6八面体

做文章，耗费了几代人的智慧与精

力。对很多人来说，真正是成也钙

钛矿、败也钙钛矿，令人唏嘘不

已。本人做钙钛矿近三十年，成绩

微薄，属于“败也钙钛矿”的一类

人。 

我们知道，对绝大部分钙钛矿

氧化物，氧八面体前后上下左右都

有同类相伴，手手相连。它们纵横

江湖，就对物理的贡献而言几乎无

他能比、鲜有相及者。氧八面体本

身构型有十八般变化，氧八面体三

维结构也可以有不同的畸变与协调

模式，从而为电子、声子、光子和

长波电磁波在其中遨游荡漾提供了

不同的环境，成就了光电磁功能材

料、能源材料、环境材料等众多产

业的兴衰浮沉，更别提量子凝聚态

的一系列观念：关联、SOC、界面

势崩塌等等，从而也给高温超导、

铁电、庞磁电阻、多铁性、氧化物

多种拓扑量子态、自旋多重物态等

提供了精神食粮。 

按道理，二维电子气在极性与

非极性钙钛矿氧化物界面上的横空出世应该是当今的学科前沿了，造就了二

维钙钛矿氧化物超晶格。在极端条件下，这种超晶格可以是晶胞周期为二，

因此氧八面体可以是单层排列。这就是二维钙钛矿了，因为氧八面体单元排

列是二维的。不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贪婪不止”，想要试试看能不能做

出一维的氧八面体单元链？亦或是单个的氧八面体单元？人工微结构科学与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南京大学的吴小山教授就是这种“贪婪不止”之

辈。他一贯喜欢第一个吃螃蟹，虽然也被咬过多次。 

他利用不同的衬底取向，竟然硬生生地整出了一维和零维的氧八面体单

元。他的想法很简单：用两种钙钛矿氧化物，一种是ABO3，一种是A'B'O3，

借助“PLD(破烂的)”技术做成周期为二的超晶格。毫无疑问，一般人立刻想

到这样就构成了BO6/B'O6的二维氧八面体面。不过，我们都错了，他利用特

定的(110)取向衬底和(111)取向衬底，分别做出一维的BO6八面体链和零维的

BO6八面体点。从这个意义上，BO6单元就成为真实意义上的孤寡老人。当

然，这些链和点周围目前还是B'O6八面体包围，但是，BO6八面体本身已经可

以作为一个结构调控单元贡献特定的物理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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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丫超导，我压超导 | Ising 专栏

有人说，超导是凝聚态的牛

耳，做超导的人就是凝聚态的执牛

耳者。如果我们知道交谈的对家是

做高温超导的，很多时候都会景仰

之心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即便他

可能其貌不扬。大凡如此，皆是因

为高温超导物理链接了凝聚态物理

的若干主轴，从而在推动凝聚态物

理的发展深化进程中居功至伟。因

此，一篇成果如果是关于高温超导

的，就立马有了调戏高大上的及格

线。

不过，当今的超导物理远不

止于此，又有了新的故事。众所周

知，强自旋-轨道耦合SOC可能引

致量子霍尔效应和量子自旋霍尔效

应。而一些强SOC绝缘体因为自由

表面导致的对称性破缺诱发了特殊

的表面态，其中之一便是拓扑绝缘

体态，其体态具有一定能隙但表面

态无能隙且色散关系呈现线性，预

示了所谓的具有时间反演对称保护

的高迁移率“金属态”。由于超导

态对应于电子配对的“能隙”，因

此很容易引起那些凝聚态高手们合

纵连横，这就有了拓扑超导态。拓

扑超导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在于拓扑表面态和超导两种量子特性并存，给那些

捣鼓应用前景的好梦者以恣意激情的动力(如图1)。而更吸引人之处在于场论

的一个预言：Majorana费米子。

Majorana费米子的登场牵涉到物理学的终极学问。物理学认定物质与反

物质的C对称性。宇宙中，一种粒子一定存在另一种特定物性相反的粒子，以

电子和正电子的发现而引人入胜。宇宙大爆炸之所以形成如今的星际形态，

皆因物质反物质发生对称性破缺(这可是场论者为数很少的从凝聚态物理学去

的概念)使得正物质比反物质多个千百万分之一所致。Majorana费米子是一种

虚拟的物质和反物质特性等价的准粒子，好像是一种既是男性也女性或者男

性等于女性的意思，其奇妙之处非我等可以体会。最近，人工微结构科学与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成员贾金锋他们就似乎看到了拓扑超导中这种费米子的证

据。这可是一个很伟岸的成果，从而更加强烈地撬动了高温超导高手们追求

新型拓扑超导态的“痴心妄想”。复旦大学的李世燕即为其中之一员。

拓扑绝缘体的故事在表面态，而最近热浪滚滚的新拓扑量子体态应该算

图1. 拓扑绝缘体特性与潜在
应用的示意图 (from Nano 
Lett. 14, 3779 (2014))。电
子结构特征和表面态输运特
性一览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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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狄拉克半金属态和外尔半金属态，它们的电子结构与拓扑绝缘体的表面态

类似。李世燕们想：你丫铜氧化物超导、铁砷化合物超导、如今拓扑绝缘体

加点掺杂加点应变也超导，那么我3D狄拉克半金属或者外尔半金属能不能也

超导？这个动机很单纯，没有什么坏心眼隐藏其中。已经有不少理论预言说

这样可以的，加点载流子掺杂就可能诱导3D狄拉克半金属出现电子配对能

隙，呈现超导态。遗憾的是这个预言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李世燕们可能是觉

得做掺杂诱导超导比较“麻烦”，就猜测对某种3D狄拉克半金属施加压力，

是不是也可以实现超导转变？他们就想当然地选择了已经被证明是狄拉克半

金属的Cd3As2这个体系试了试。好像挺容易的样子，他们就压出了超导，附

带一些伴随的结构相变信息。当然，这其中艰辛和挑战我们外人无从知晓，

但李世燕的合作者靳常青们最能体会。其实，也不尽然，吃苦的应该是李世

燕们，因为靳常青们经常用他那个大家伙压出各种新奇的东西(比如立方的

BaRuO3和那个出了名的新铁基超导体系)。

图3.李世燕给出的狄拉克半金属Cd3As2

相图，显示出虽天下大乱但大抵三分已
定，超导占了东南富饶之地。

图2. (左) Majorna费米子的简单图示 
(http://www.51wendang.com/)。
(右) 贾金锋面对记者采访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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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理学

何谓物理学?按字典上的解释，物理学是研究大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学问。详细一点说，物理学是关

于物质和能量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参见free online dictionary)。当我们谈论关于某事物，比如

飞行的物理时，它包括相关物质的物理性质、相互作用、其中的过程，以及定律等。物理学的定义还可

以参考对物理学家工作的定义来理解。Carroll写道:“物理学家的工作就是构造世界的数学模型，然后

用观测和实验验证模型的预言。”(原文为“Our job as physicists is to construct mathematical models of the 

world，and then test the predictions of such models against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参见S. M.Carroll，

Spacetime and Geometry，Addison Wesley, San Francisco(2004)，p.51）按照这个说法，物理学就是(达成)

关于世界的数学意义上的理解。

那么物理学的字面本意是什么呢?英文physics (physis)来自希腊语Φυσική，意思是“关于自然存在的

事物”。亚里士多德把科学理论分为physics,数学和神学三部分。他所谓的physics，又被称为自然哲学，

转载曹则贤教授《物理学咬文嚼字》卷1“关于物理学”一节，以飨读者。

规度半三秋，时暮今回演。明月纠缠转瞬间，此刻相干慢。

费米满孤遗，玻色空余憾。世事盈亏始破缺，几幕随人愿。

纵使走天涯，极目迟翻转。入梦他乡乱隧穿，莫若家乡远。

幻景自发铭，卜韵由衷篆。故土情怀对月生，千盏金波换。

《物理中秋》 刘俊明

曹则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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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仅包括我们今天称为物理学的东西，还包括生物学、化学(我总以为今天的化学仍然是原子、分

子层次上的物理学之一部分。Walter Kohn教授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曾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郁闷过。他对我

此说法略感欣慰。)、地质学、心理学甚至气象学等学科。相应地，形容词physical(=Φυσικοή)则有自然

的、事物的、形体的等多重意思。当我们读到“physical reality"时，这所谓的物理现实还有自然的这层

意思。为了区分“physical”之形体的意思(生理学physiology保留了这层意思)，英语中特指形体(somatic 

conformation)时会用Physique这个词。但是，这个字却是法语里物理学一词的正确拼法。

物理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在中文中出现，最早大约见于明末清初方以智著的《物理小识》。真正与

“Physics”对应的中文“物理学”一词的正式使用，现在一般接受的说法是始自1900年，那一年由王季

烈先生重编、日本人藤田丰八翻译的饭盛挺造著《物理学》中文本在上海刊行。但汉语里的物理，就字

面直接理解应为关于一切自然存在之道理，则正如《物理小识》一书所表现的那样(该书12章涉及物理

学、化学、历算、医学、水利、火器、仪表等多门自然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是自然科学之统称。若

要翻译成英文，我想应是the laws and principles of matters and the world they make。这一层意思，诗圣杜

甫在其作品中多有阐明，如“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挥金应物理，拖玉岂吾身”，“我行何到

此，物理直难齐”，“高怀见物理，识者安肯哂”等。“高怀见物理”一句被后人敷演成对联“高怀见

物理，和气得天真”，是赠送物理学家的高雅礼品。而含有物理一词的最佳诗句当属《曲江二首》中的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读物理的人，从名满天下的李翁杨翁到籍籍无名之众都愿意用

此句自勉或自我安慰。此外，唐时张说为上官婉儿诗集作序，誉其“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其中

探微镜理一词可为当前实验物理的绝佳写照。

汉语里另一个与物理有一关的词叫格(gé)物致知，谓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语出《礼记•大

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汉字格的原意为长枝条，动词引申为

分格(隔)、规范之意。格物，即了解事物先从表象的地方开始，最简单的是分类。这倒确实是早期自然

科学(博物学)的研究范式。

说到物理学，就不能不说哲学，因为物理学本身即是自然哲学。今天欧洲的许多大学，物理系颁

发的依然是自然哲学博士(Dr. rerum naturalium)学位。亚里士多德死后，古希腊罗德岛的哲学教师安德

罗尼柯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收集起来，在物理学之后的是他关于存在的哲学思考。安德罗尼柯名之为

metaphysics,即在物理学之后。后来，这一部分的哲学思想成了“first philosophy"，是关于“存在之作为

存在”的学说。"Metaphysics”后来确实是欧洲哲学非常重要的流派，传入中国时被翻译成了形而上学，

语出《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Metaphysics作为哲学，与中文

的“道”有点近似，但就字面上的意思和西方同行交流，难免产生误解。因为对他们来说的，“道”或

哲学的东西大约是underlying the reality(在存在的深处)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流派后来被简单地理解为“只

讲形式，不究实质，这就是形而上学”，其中难免有生解字面的成分。这一话题的讨论远超作者能力之

外，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