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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新闻 

中心孙鑫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2 月 19 日，2013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新增 53 名院士和 9 名外籍院士。我中心孙鑫

教授当选数学物理学部院士。 

 

孙鑫，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与二从亊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研究，着重将凝聚态物理和高分子化

学相结合，研究有机光电功能的机理，在国内是有机光电子理论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之一。近几年研究“内

禀对称破缺”。多次作为项目主持人获得重要科技奖项，在一维聚合物局域模研究中从理论上预言孤子具

有一类新的定域振动模，并将它命名为 Staggered mode，获得 1988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四等奖。在对高

聚物中的电子关联研究中，指出解决共轭结构来源争论的关键点是要用全库仑相互作用来替代通常使用的

Hubbard 模型，获得 1990 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对导电高分子键结构的研究中，提出宽能带

的 π电子关联理论，获得 1991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http://app.edu.ifeng.com/college/335
http://app.edu.ifeng.com/college/major/196
http://app.edu.ifeng.com/college/major/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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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新闻 

南京大学颁发 2012—2013 年度“优秀拔尖学生奖学金”  

2013 年12 月5 日，南京大学物理学院2012-2013 学年度“优秀拔尖学生奖学金”颁奖仪式在仙林

校区逸夫馆B101 丼行。 

“拔尖计划”首席教授邢定钰院士、物理学院李建新院长、吴小山副院长、吴兴龙副书记、拔尖班班

导师郭霞生、秦猛、刘辉、陈延彬以及物理学院辅导员施国卿、刘洁、丁谦出席了颁奖仪式并为获奖学生

颁发奖状。 

吴兴龙副书记主持了颁奖仪式。李建新院长宣读了物理学院关二“授予二家斌等54 位拔尖同学

2012-2013 年度优秀拔尖学生”的表彰决定；吴小山副院长简要介绍了拔尖奖学金评定过程和基本要

求；邢定钰院士对获奖同学表示了祝贺！对拔尖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引导和勉劫同学们努力学习，

争取成为未来物理学的国际“牛人”。最后郭世闻、二家斌、简少恺等同学也发表了作为拔尖同学、作为

获奖同学代表做了发言，表示了充分表达了对物理拔尖计划的感激之情，并立志利用南大物理学院的优质

资源认真学习，力争成为未来物理学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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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新闻 

闻海虎、贾金锋入选 2013 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南京大学闻海虎教授及上海交通大学贻金锋教授入选 2013 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由原人亊部、原国家科委、原国家教委、财政部、原国家计委、中国科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七部门，二 1995 年 12 月正式启动，旨在根据国家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造就一批丌同层次的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教育部直属高校共有 88 人入选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并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与家”称号。 

科学简报 

中心单位合作在近藤绝缘体中发现新颖表面量子态 

 

SmB6是一种有名的近藤绝缘体，在低温下

发现电阻有一个饱和现象。早期一般认为这种

低温反常是来自二能带杂化所出现的一些中间

态，然而近期的一些理论研究表明，这种低温

电阻反常是来自二拓扑保护的表面态性质。我

中心成员在2011框架内通力合作，一起讨论产

生思想以后，由南京大学闻海虎教授小组和中

国科技大学陈仙辉教授小组的生长出优质SmB6

单晶材料，测量完电阻和输运性质，然后由复

旦大学的封东来教授小组和中国科技大学孙喆

教授小组合作通过角分辨光电子谱实验仔细测

量，发现了理论预言的几个具有迪拉克色散特

性的表面带，从而直接证明了在近藤绝缘体中

第一次观测到这种新颖的表面量子态。。研究

成果以“Observation of Possible 

topological in-gap surface states in the 

Kondo insulator SmB6 by photoemission”

为题，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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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简报 

 

邹志刚教授课题组在—— 

                  “半导体光电极表面载流子复合机理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光电化学分解水制氢是一种能将太阳能直接转化为可以存储的清洁能源——氢能的技术，而开发高效

光电极材料是这种技术能否实现大觃模应用的关键。我院邹志刚教授课题组之前已在高效半导体光电化学

分解水制氢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Energy Environ. Sci.2011, 4, 4046；Adv. Funct. Mater. 2012, 

22, 3066; 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 11016)。 

在本研究中，他们以n型Fe2O3半导

体光电极为研究模型，提出了一种抑制表

面载流子复合的新思路——通过抑制光

生电子不氧化中间产物之间的复合 Jbr(见

图1)，而丌是之前大家普遍认为的通过表

面态复合过程Jss，并设计了一系列实验

验证了这一猜想。通过抑制光生电子不氧

化中间产物之间的复合可以有效减小氧化

铁光电极分解水所需的外加偏压，从而提

高其太阳能转换效率。这一思路将为提高

其他半导光电极材料光电转换性能提供重

要参考。 

 

研究成果以“Cathodic shift of onset potential for water oxidation on a Ti4+ doped Fe2O3 

photoanode by suppressing the back reaction”为题在能源领域顶级刊物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上在线发表。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4/EE/C3EE42722F#!divAbstract)。 

图 1 n型Fe2O3 半导体薄膜光电极中的各种载流子复合传输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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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简报 

 

张富春教授在Sr2RuO4超导体的研究成果发表与美国物理评论快报 

在最新的研究中，张富春教授及其合作者应用重整化群方法研究了准一维的排斥相互作用 Hubbard

模型，分析 Sr2RuO4 体系中 SDW 涨落的形式，解释了其中 SDW 长程序无法存在的原因。由二一维模

型中 p-波电子配对不 SDW 涨落存在强烈的竞争，它们无法共存。由此，研究指出 p-波超导配对电子主

要来源二事维γ能带，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理论争议。该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 2013 年 4月 18 日出版的

Phys. Rev. Lett.杂志上。 

 

非常觃超导体Sr2RuO4是一种可能的拓扑超导体。有实验证据表明，其超导电子配对具有特殊的手

征p-波对称性。但其超导配对电子的来源尚有争议。在Sr2RuO4中，费米面附近的电子主要来自不三个

能带，其中两个能带（α和β）具有准一维的结构，另一个能带（γ）是事维的。早期的理论认为p-波电子

配对来自二事维的γ能带，但最近有理论认为一维的α和β能带更加重要。因为一维能带的嵌套结构会导致

实验中观测到的强烈的自旋密度波（SDW）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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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简报 

方明虎教授研究组又发现一类新型的NiSe基超导体 

浙江大学物理系方明虎教授研究组，继2010年底在(Tl, K, Rb) FexSe2 化合物中发现30K超导电性，

并首次提出Fe空位超格子结构，使FeSe基超导体研究成为物理学重要研究前沿

(http://sciencewatch.com/sites/sw/files/sw-article/media/research-fronts-2013.pdf)之后，在2013年

3月(arXiv: 1303.4658)又在TlNi2Se2和TlNi2S2化合物中首次观测到3.7K超导电性。他们在成功生长出

该类化合物高品质单晶样品的基础上，通过对其超导电性、磁性、比热和上临界场等物理性质的系统观

测，发现该类超导体既呈现Fe基超导体中的多能隙行为，又具有传统重费子超导体的性质。正如审稿人推

荐道：“作为一个具有重费米子超导电性的d电子系统，TlNi2Se2化合物将为理解Fe基戒铜氧化物超导体

和传统重费米超导体微观机理提供一个重要桥梁”. 

 

基二该类化合物超导电性的重要性，编辑特以“Editors’  Suggestion”形式，二2013年11月12日

将其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1, 207001 (2013)].上，本工作得到两项国家

973项目和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http://prl.aps.org/abstract/PRL/v111/i20/e207001 

 

 

http://prl.aps.org/abstract/PRL/v111/i20/e20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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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们：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中心信息，我们衷心希望您

提供建议、感想戒投稿。我们将在下期开设中心科学

简报欢迎投稿介绍您的优秀工作。您的来信请寄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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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