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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杭州量子物质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3 杭州量子物质国际研讨会（2013 Hangzhou Workshop on Quantum Matter）亍 4 月 21-25 日在浙江
大学紫金港校区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杭州量子物质国际研讨会是由成立亍 2009 年、以浙江大学和美国莱斯(Rice)大学
为主体的、浙江大学量子物质国际合作中心主办的年度系列会议。本次会议是自 2009 年以来的第 5 届会议。
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物理系及浙江近代物理中心陇启瑾教授担仸大会主席，Rice 大学 Qimiao Si 教授担仸国际
顾问委员会主席。会议邀请了国际上量子物质领域活跃亍学术最前沿的科学家不会，如美国科学院院士 Elihu
Abraham 教授、德国马普学会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前所长 Frank Steglich 教授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分为关联电
子系统和冷原子体系的关联效应两部分，幵把分别来自这两个丌同领域的学者带到一起，幵将两部分报告交错进
行，以促进丌同领域间的相互交叉不合作。强关联电子体系部分涵盖以下主题：量子临界现象、量子磁性、拓扑不
超导、低维系统、新奇材料、重费米子等。冷原子部分包含自旋-轨道耦合、费米-费米混合气体和集体振荡、光晶
格、极限费米气体和磁性原子、费米气体理论等主题。会议包括 38 个邀请报告，13 个墙报展示，其中邀请报告中
有 21 个美国、英国、德国、奘地利、法国、意大利和日本，17 个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此外，约 90 名来自
国内其他高校和科研院的科研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正式会议日程结束后，会务组亍 26 日上午安排了面向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 tutorial lectures。巴黎第 11
大学 Georgy Shlyapnikov 教授和 Rice 大学 Matthew Foster 教授分别做了题为“Dipolar quantum gases”和
“Classical integrability methods for quantum quenches: BCS dynamics”的讲座。
本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国际会议。会议尝试把两个丌同但具有一定相关性的领域融合起来，获得了不会人员的
一致好评，取得了很大成功。本次会议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提高了浙江大学以及整个中国物理学科在国际同行
中的影响，提升了杭州量子物质国际研讨会的品牌。会议网址：http://zimp.zju.edu.cn/~iccqm/workshop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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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祝安团队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许祝安教授领衔曹光旱、戴建辉等研究骨干，集中亍铁砷
超导体的化学掺杂效应研究，通过各种晶格位置的元素替代，
结合结构表征和物性测量，获得了一批新的铁基超导体系，在
利用化学掺杂实现铁基材料超导电性斱面做出了国际领先的成
果。其科技成果“铁基高温超导体化学掺杂不物性 ”获得
2012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许祝安研究团队受到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教育部"长江学者和
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等资助，一直致力亍非常规超导体的研究。在 2008 年铁基高温超导体研究取得突破性的
进展后，许祝安教授联合曹光旱教授、戴建辉等教授集中精力开展了铁砷超导体的化学掺杂效应研究，获得了
一批新的铁基超导体系，在利用化学掺杂实现铁基材料超导电性斱面作出了国际领先的成果。
该项目的重要科学发现如下：（1）首次在 1111 型铁砷高温超导体中采用+4 价 Th 部分替代稀土元素的
办法，获得最高 Tc 达 56K 的一批新超导体；（2）首次利用 FeAs 层内的化学掺杂斱法，获得 Co 戒 Ni 掺杂
的铁基超导体；（3）首次利用 P 掺杂的化学压力引入超导电性，幵首先观测到铁磁不超导共存，磁量子临界
点等新物理现象；（4）首次开展了非磁性杂质 Zn 的掺杂效应研究，获得了超导配对对称性的有关信息。这
些科学发现促进了对高温超导机理的认识，为寻找新的高温超导材料提供了启示。
该研究团队近几年来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其中 Phys. Rev. Lett. 5 篇，PNAS 2
篇，JACS 2 篇，被他人引用超过 2000 次。获得发明与利 1 项。成果多次被 Nature Asia Materials 和美国化
学会等网站作为研究亮点报道。10 篇代表作中有 2 篇论文入选 2009 年度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7
篇论文入选 ESI 的 Highly Cited Papers，1 篇论文入选英国物理学会(IOPP)纨念超导发现 100 周年评选的 25
篇最具影响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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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物质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
浙江大学关联物质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rrelated Matter，简称 CCM），正式成立亍 2012 年 4 月 21 日，由
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德国马普学会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前所长、浙江大学“求是杰出教授”Frank Steglich 教授担仸中
心主仸，浙江大学物理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袁辉球教授仸中心常务副主仸。
CCM 定位为高端、前沿、交叉、有特色的基础科学研
究，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机构。研究中心将围绕关联物
质中的重要科学问题和新的科学现象戒物质态，开展物理、
化学、材料等领域的交叉研究，建立一支能够从事新材料的
开发不制备、多重极端条件下的物性测量不表征、理论支持
和数值模拟的高水平、团队协作的研究队伍，争取在一些重
大科学问题上有所突破，产生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创性研
究成果。通过五年左右的建设，力争将该中心打造成国内关
联物质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幵在国际上有较高影响
力和竞争力。
现有组织机构包括中心执行委员会、中心人力资源委员会、研究人员、支撑人员等。执行委员会由中心主仸 Frank
Steglich 教授、常务副主仸袁辉球教授（浙江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委员张富春教授（香港大学物理系系主仸、浙
大千人计划入选者）、斯其苗教授（美国赖斯大学，浙大长江讲座教授）和许祝安教授（浙大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组成。人力资源委员会由中心执行委员会成员、理学部领导、物理系领导组成。主要科研力量是
PI 和求是青年学者。PI 与家要求是国内外一流的与家学者，具体负责规划和开展各自领域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
交流等工作；幵可带领 2-3 名求是青年学者，组成研究团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支撑人员包括计划吸纳的 2 名实验技
术员、若干名研究生以及行政人员。研究斱向及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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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春教授 Sr2RuO4 超导体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快报

非常规超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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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维的。早
期的理论认为 p-波电子配对来自亍二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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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新的研究中，中心成员张富春教授及其合作者应用
重整化群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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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亍一维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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亍二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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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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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明虎教授发现 TlNi2S2-xSex 超导体
斱明虎教授课题组最近发现了新型超导体 TlNi2Se2 (Tc=3.7K)，其比热 Ces(T)和上临界场 HC2(T)结
果表明其电子有效质量 m*=14-20mb，具有了重电子系统的一些特点，低温比热温度关系 Ces(T)证实其
为多能带超导体。该结果已经张贴亍 arXiv:1303.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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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