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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新闻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 

“人工微结构与量子调控协同创新中心”合作讨论会顺利举行 

 

2013 年 5 月 13 日，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邢定钰院士、李建新院长等 4 位老师来到复旦大学物理系，和

复旦大学物理系沈健主任，封东来教授，周磊教授，资剑教授等一起，就与复旦物理系联合申请“人工微

结构与量子调控协同创新中心”合作意向进行了小范围讨论。 

 

这次申请由南京大学牵头，五校（南大，复旦，科大，浙大，上交）及一院（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联合申请，共同努力。在讨论会上，南大物理学院的邢院士和李院长首先详细介绍了南大以往的申

请经验，分析了这次南方五校联合申请的巨大优势。而后由南大科技处的姜田处长就目前教育部对于

2011 协同中心申请的相关动向做了简单介绍。 

 

2011 协同中心的《指导计划》共分为 4 个大部分：1、关于研究领域（比 973 宽泛）。2、关于中标总

数（总数，每年个数，每种类型个数）。3、关于目标体系（考核方式）。4、关于退出机制（考核未通过

者，除零）。专项资助最多连续 2 轮，共 8 年。《指导计划》在 2013 年 5 月份定下初稿，预计 7 月份教

育部将召开央属高校咨询会，8 月份定稿。其中量子调控与凝聚态物理是《指导计划》中提到的重点发展

领域。我们协同中心的申请需要密切关注并体现出国家需求，特别是建成有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具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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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包括：国际科学研究高地，培养新兴学科，向世界前五瞄准；国际人才汇聚之地；拔尖创新青年人才的

培养摇篮；以及活跃的学术交流园地。   

围绕此次联合申请的五个具体方面，包括申请亮点、中心规模、成果归属、中心国际化、近期准备，

两校教师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关于申请亮点 

沈健教授表示将会推荐复旦物理系最优秀的科研力量参与到协同中心的工作，认为当务之急需要发掘

协同中心不同于其他院校申请的亮点，寻求容易为评审接受和瞩目的切入点，寻求评委的支持和肯定。需

要在“原创性”上做文章，慎重考虑具体落实在哪几个点上，在哪几个方向上追求领先地位。制定 4 年统一

的发展规划，确定研究方向，每个方向组织专门人员进行讨论，确定 1-2 个具体问题开展合作研究。同时，

体制机制要争取实现细化，成果表述扎实（如科研成效，人才培养成效，人才引进成效等）。资剑教授认

为研究范围不宜过分保守，作为下一代信息技术基础的量子调控，可围绕该研究方向多加考虑。封东来教

授提出考虑某领域世界前 5 作为目标。 

（二）关于中心规模 

参会老师们一致认为：协同中心整体人数规模应当控制在 200 人以内，体量适中。尽量精简，最优配

置是 160-180 之间。注重科研人员的研究领域需要和申请领域密切相关。注重模拟运行中边界清晰，人员

边界清晰，政策边界清晰。建议五校各自列出参与名单，由牵头的南大根据研究能力和方向，进行人员增

减和协调。 

（三）关于成果归属 

通过协商和签订相关协议，对加入到协同中心的科研人员进行考核，加入协同中心的科研人员所发表

论文署名第一单位如何确定尚需要五校协商，尽量兼顾学校和系部工作业绩。 

（四）关于中心国际化 

建议吸收非五校内部的，个人性质，在国际上某领域领先的优秀学者参与到中心工作，从而体现中心

的国际化。但是，必须提倡适度国际化。 

（五）关于近期准备 

两校老师一致认为 6 月份左右适合公布当前形势和任务，各校拟定协同中心 

参与名单，尽早提交南京大学，并在 6 月中召开五校联合讨论会，联合讨论会 

可考虑按研究方向分小组进行。 

 

本次讨论会论点清晰，各位教授发言热烈，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为 6 月五校联合讨论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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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新闻 

复旦大学物理系 

“人工微结构与量子调控协同创新中心”参与名单出炉 

2013 年 5 月 13 日，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邢定钰院士、李建新院长等 4 位老师来到复旦大学物理系，和

复旦大学物理系沈健主任，封东来教授等多位老师一起，就与复旦物理系联合申请“人工微结构与量子调

控协同创新中心”合作意向，举行了讨论会。 

讨论会上，关于协同中心的人员规模和组成，以及协调原则双方达成了一致：协同中心整体人数规模

应当控制在 200 人以内，体量适中。尽量精简，最优配置是 160-180 之间。注重科研人员的研究领域需要

和申请领域密切相关。 

会后，根据讨论会上的建议，根据复旦大学物理系老师们的研究领域和个人意愿，初步拟定了以沈健

教授，封东来教授为首的协同中心参与名单初稿。 

该名单充分考虑协同中心的申请内容，严格把关参与教授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多位 973 首席，美国

APS Fellow，国家杰出青年等资深教授，并且，将与中心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多位青年千人学者等物理系

新生力量也加入其中。可以说，复旦物理系的中坚力量全部投入了此次协同中心的申请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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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简报 

中心成员封东来教授课题组铁基超导电子结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从 2008 年铁基超导发现到今天，寻找具有更高超导转变温

度的超导材料和理解高温超导电性的产生机理是科学家追寻的

梦想。FeSe 是铁基超导体里结构最简单的材料，但因为缺少高

质量单晶材料，对其电子结构的研究却是极为匮乏。最近，清

华大学薛其坤院士研究组和中科院物理所周兴江研究员研究组

利用 STM 和 ARPES 发现，在 SrTiO3 衬底上生长的单层 FeSe

薄膜，具有铁基超导体里最大的超导能隙，并可能对应着高达

65K 的超导转变温度记录。对 FeSe 电子结构的深入研究，对进

一步理解铁基超导体的超导机理，以及如何提高材料的超导转

变温度，有着极为重要的的意义，因此引起了全球科学家的研

究兴趣。 

复旦大学物理系封东来教授研究组的博士生谭世勇等利用

分子束外延（MBE）设备，成功的在 SrTiO3 衬底上生长出了

高质量的 FeSe 单晶薄膜，并利用原位的 ARPES 技术，对其电子结构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首先，我们

通过原位生长并测量得到了单层 FeSe 薄膜的电子结构和超导能隙，证实了单层 FeSe 中存在超过 65K 超导

转变温度的迹象。而且，我们通过 ARPES 表征 SrTiO3 衬底在 FeSe 生长过程中电子结构的演化过程，发

现 SrTiO3 衬底在 FeSe 生长前的高温退火处理过程中由于大量氧空位的形成，导致了大量的富余电子。当

单层 FeSe 在 SrTiO3 衬底上附着生长时，SrTiO3 中的电子转移给了 FeSe，并对 FeSe 进行了电子掺杂。我

们的研究结果解释了单层 FeSe 处于深度电子掺杂态的起源，对理论构建单层 FeSe 的超导机制模型具有重

要的作用。 

此外，我们还系统地研究了 FeSe 电子结构随着薄膜厚度的演变过程。逐层生长并原位测量了 FeSe 薄

膜的电子结构，发现在厚度大于 2 原子层的所有 FeSe 薄膜中，在相应的特征温度以下，存在着自旋密度

波。这是实验上第一次从电子结构的角度证实了 FeSe 同其他铁砷类铁基超导体一样，存在着自旋密度波，

理论预言结果吻合。研究还发现，在 SrTiO3 衬底上生长的 FeSe 薄膜，由于晶格的失配造成 FeSe 薄膜存

在着较大的拉伸应变，这种应变随着薄膜厚度的增加而减小，相应的 FeSe 薄膜的晶格常数从单层的 3.90Å

逐渐弛豫到 FeSe 的体的晶格 3.77Å。在大于 35 原子层的 FeSe 薄膜中，其晶格常数和电子结构不再变化，

并代表了体的 FeSe 的性质。我们的结果第一次给出了体的 FeSe 的电子结构，与能带计算结果十分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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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实验结果，我们给出了 FeSe 随着晶格常数演变的相图，将铁砷类超导体和铁硒类超导体

统一起来。根据相图，我们推测如果能在比 SrTiO3O 晶格常数更大的衬底上生长单层 FeSe，并能够对其

进行适度的电子掺杂的话，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其超导转变温度。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 FeSe 是一种最简单、最纯净的铁基超导体系，但其仅仅随着掺杂和晶格常数的变

化即表现出了丰富的磁性和超导现象。对提高材料的超导转变温度，理解铁基超导材料的机理，以及理论

模型的构建和检验，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研究结果已在 Nature Materials 上作为 Article 在线发表，并被同一期的 News and Views 文章加以评

述。具体参见：http://www.nature.com/nmat/journal/vaop/ncurrent/full/nmat3654.html，

http://www.nature.com/nmat/journal/vaop/ncurrent/full/nmat3683.html。 

 

 

科学简报 

电子关联效应对铁基超导体的反铁磁关联的影响 

高温超导电性自 1986 年被发现以来，一直是凝聚态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高温超导电性总是出现在

长程反铁磁序的基态附近，因此反铁磁激发一直被认为和高温超导配对有密切的关系。中子有磁矩，因此

是研究磁激发的非常理想的手段，20 多年以来，中子散射为我们理解高温超导体的磁结构和磁激发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早期的研究表明，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母体化合物是反铁磁的莫特绝缘体，只有在

其绝缘态的母体中通过不等价位的化学取代引入电荷（例如在 La2CuO4 母体中用 Sr2+取代 La3+可以引入

一个空穴），母体的长程的反铁磁序会被压制，然后超导电性出现。而 2008 年新发现的铁砷基高温超导

体的母体化合物则是反铁磁的半金属，这说明铁基超导体的电子关联强度要弱于强关联的铜氧化物超导体，

而强于传统的反铁磁金属。这种中等电子关联强度的铁基超导体呈现出异常丰富的电子相图，其超导电性

不但可以通过在母体中进行不等价位化学掺杂引入电荷获得，还可以通过等价位的化学取代获得。等价位

的化学取代不引入净电荷，区别于传统的获得高温超导电性的方法，因此研究这种掺杂与磁性的关系，对

于全面的理解铁基超导机理有重要的意义。 

2013 年 4 月，复旦大学物理系赵俊研究组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 Robert Birgeneau 研究组、普

度大学 Jiangping Hu 研究组、以及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美国国家标准局中子散射中心的研究人员合作，

用中子散射手段研究了一系列等价位掺杂铁基超导体 Ba(Fe1-xRux)2As2 的反铁磁激发和超导电性与掺杂

量的关系。Ba(Fe1-xRux)2As2 是一种典型的等价位掺杂铁基超导体，其中 Ru2+的最外层电子结构与 Fe2+

类似，因而 Ru 的掺杂不会在体系中引入净电荷。我们的研究发现，随着 Ru 的掺杂这个体系的超导态的

反铁磁自旋激发谱产生了一个较大的超导自旋能隙，而自旋能隙之上的中子-自旋共振峰的强度则被显著

http://www.nature.com/nmat/journal/vaop/ncurrent/full/nmat3654.html��http:/www.nature.com/nmat/journal/vaop/ncurrent/full/nmat3683.htm
http://www.nature.com/nmat/journal/vaop/ncurrent/full/nmat3654.html��http:/www.nature.com/nmat/journal/vaop/ncurrent/full/nmat36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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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削弱了；而在正常态，其反铁磁关联也明显的弱于电荷掺杂的铁基超导体。通过与理论计算以及能带测

量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提出 Ru 掺杂导致的电子关联性减弱是造成体系的反铁磁关联减弱的原因。我们

还提出中子-自旋共振峰可能不是唯一的可以产生超导配对的自旋激发模式。因此，相关的研究提出了一

种新的调制铁基超导体磁性的方法，对我们深入全面的理解铁基超导体的相图有重要意义。相关的文章已

经发表在 2013 年 4 月份的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 

 

 

科学简报 

材料逆向设计及具有优异光学性质的新硅相的预言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太阳能器件都是利用金刚石型硅制造的。然而，金刚石硅具有间接能隙，而且其直

接能隙很大，因而硅的光吸收性能不太好。人们希望设计基于硅的直接能隙材料用于吸收太阳能。其中一

个可能的方法是使用准稳定的直接能隙硅材料。 

为了寻找直接能隙硅材料，我们发展了基于粒子群算法的预言特定能带结构的逆向设计方法，并用

Fortran 语言程序实现了该功能。在我们的算法里，我们不对晶胞形状和原子位置作任何限制，这与之前只

能处理固定晶格的合金体系不同。通过使用这个新算法，我们找到了一个具有准直接能隙的 Si20 新立方

结构，其能隙约为 1.55 eV，与 Shockley–Queisser 预言的理想太阳能材料的最优能隙（约 1.5 eV）接近。

计算表明新硅相的低能光吸收性能比金刚石硅或其它已知硅相好得多，因而它是理想的太阳能薄膜吸收材

料。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方法原理上可以用来预言任何具有特定性质的新材料。 

我们的工作发表在 Phys. Rev. Lett. 110, 118702 (2013)，欢迎同行们的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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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简报 

Fe/Ni/Cu(001)薄膜中的手性磁有序结构 

磁畴和畴壁的自旋结构一直是纳米磁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一般来说，如果薄膜磁矩在面内为 Néel

型畴壁；磁矩在面外为 Bloch 型畴壁。实验上对前者研究较多，而对后者的研究却很少，因此研究薄膜磁

矩在面外时的畴壁自旋结构就十分必要。此外，畴壁处自旋旋转的手性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通常人

们认为左手手性和右手手性在能量上应该是简并的。而近年的研究发现，当磁性材料本身的晶格结构（如

B20 结构）或薄膜界面存在对称破缺时，自旋间的 Dzyaloshinskii-Moriya（DM）相互作用会打破两种手性

的能量简并，从而诱导单一手性的磁有序结构，这就引发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磁性薄膜中，能否利用

界面对称性破缺导致的 D-M 相互作用调控畴壁处自旋旋转的手性。解答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

解纳米磁结构的物理机制，应用上对基于畴壁的自旋电子学器件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013 年 4 月，复旦大学物理系吴义政研究组与劳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电镜中心、韩国庆熙大学物

理系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研究组合作，利用自旋极化低能电子显微镜观察了 Fe/Ni/Cu(001)中

磁畴的自旋结构。这是一个具有垂直各向异性的经典体系，呈现条纹磁畴。该研究工作首次发现在室温下

Fe/Ni/Cu(001)体系磁畴的畴壁为的 Néel 壁，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 Bloch 壁。更令人意外的是，该 Néel

壁处自旋的旋转具有特定的手性。此手性由 Fe/Ni 薄膜的空间排列顺序决定，即在 Fe/Ni/Cu(001)中为右手

手性，而在 Ni/Fe/Cu(001)中为左手手性。这种手性磁有序来源于由界面对称性破缺导致的 DM 相互作用。

该研究成果提供了一种新的通过界面对称性调控过渡金属异质结构手性磁有序的方法，为设计新奇的自旋

电子学器件提供了新的思路。相关的文章已经发表在 2013 年 4 月份的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欢迎同

行们的阅读和指导。 

 

 

 

 

 

 

各位读者，为了给各位提供更好的中心信息，我们衷

心希望您提供建议、感想或者投稿。您的来信寄往：南京

大学徐四（Email：xusinju@126.com）。感谢您对《中心

简报》电子杂志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