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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由南京大学和建德市恒明环保工程实业有限公司、杭州

恒明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理新技术

系统研发”项目技术鉴定会在紫金山庄举行。鉴定会由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姜砚茹处长主持。 

鉴定专家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费维扬，中国工

程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欧阳平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研究员魏复盛，中国 工程院院士、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蔡道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赵淳生，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秘书长周献慧、江苏省能源局局长陈

勇、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蒋跃建、中石化南化集团研究院教授级高

工王祥云等九位高层次专家组成。南京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校长助理李成及学校相关部处、院

系负责人出席鉴定会。该项目负责人、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张志炳教

授代表项目完成单位作项目工作和技术报告。 

如何更科学地处理生活垃圾是各地政府面临的不容回避的共性问题。

目前，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尚比较落后，以填埋和直接焚烧为主

（其中填埋占 60%以上），更先进的技术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

应用。张志炳教授介绍了目前生活垃圾热处理的方法， 对传统热处

理技术的优缺点做了简要分析，指出了国内外垃圾热处理存在的多

方面技术缺陷。他在此基础上重点汇报了项目的主要研发内容、主

要技术创新点，与国内外先进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比较，并介绍了

知识产权和推广应用情况和国家环境分析检测中心的检测情况。该

项目团队在 2001 年启动生活垃圾能源化资源化无害化治理的研发，

立足我国国情，综合运用化工、化学、环境、能源、机械、控制等

领域的先进技术与理念，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活垃圾

热解气化处理新技术系统”。 

以费维扬院士任主任委员，欧阳平凯院士和魏复盛院士任副主任委

员的专家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了技术质询。项目负责人回答了来自

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委员的提问。 鉴定专家对项目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该技术突破了国内外现有热解气化处理生活垃圾的技术理念，

实现了无害化、资源化和能量综合利用，是生活垃圾热解气 化处理

的一种更新换代技术”、“具有原创性和自主知识产权”、“其中

高温差热解气化-延时燃烧技术、烟气自清洁技术和沼气烧固渣技

术等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姜砚茹处长感谢专家的辛勤劳动，并祝贺南京大学完成这一高水平

项目。陈骏校长在致辞中感谢专家出席鉴定会。他说，生活垃圾影

响千家万户，受到全国人民和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鉴定专家对南

京大学这一成果给予很高评价，是对南大和项目组的极大鼓励和鞭

策，南大会继续支持该技术的后续研发与推广应用。陈骏校长同时

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南京大学文、理、工、医协调发展的战略。在发

展工 科方面，学校将校内学科重组新建，并鼓励教师走出校门，转

化自己的科研成果。与此同时，学校提出服务江苏的战略，已在全

省各市建有 17 个技术服务站。南京大学接下来十年将以“高、精、

尖”为奋斗目标，打造高水平教师团队，培养精英人才，并开展尖

端研究，做有价值、有用的科学研究。 

张志炳教授代表课题组致辞，感谢专家的支持鼓励和学校的高度重

视，表示将在应用推广过程中进一步努力，同时希望在社会化、工

程化等方面继续得到在座专家的指导和学校更多的支持。 

 

 

对该项目的详细介绍请见第 3 页报道。

 

我校成功研发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理新技术系统 
撰稿人：新闻中心 侯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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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垃圾处理现状：中国生活垃圾处理现阶段主要是以卫生填埋为主，占处理量的 78%左右，而且垃圾分类细分
不强，没有形成较有效地循环利用的路线。由于垃圾填埋所造成的地下水资源、土地资源污染等现象也十分严峻。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处于较初级阶段，从源头到最终的处理有很多需要规范的地方，如分类、循环利用、处理方式等。
中国现阶段主要是针对已产生垃圾的处理，对于类似发达国家控制垃圾产生源头的理念并没有在技术路线中体现，而
且处理的方式相对较单一，主要是卫生填埋的方式，由于分类不细化，导致资源的回收利用率非常的低。 

垃圾处理的课题无疑对于我国的国计民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合理的垃圾处理不仅需要相关部门的系统而细致
的规划与管理，更需要寻常百姓意识上的重视与行动上的配合。 

 

生活垃圾的处理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城乡发展过程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生活垃圾

的无害化处理问题，各国市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人力财力和土地资源加以应对。尽管如此，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居民消费能力的上升，城乡生活垃圾均呈大幅增长的趋势。因此，如何科学无害化地

处理生活垃圾已成为我们不容回避的共性问题。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生活垃圾的是采用填埋方式，少数采用焚烧炉进行直

接焚烧。填埋方式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和后续影响令人担忧，而且浪费资源；直接焚烧方式所产生的烟气和固渣中含有的

过量毒性成分尤其是二噁英类有毒有机物所造成的环境风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通常认为，生活垃圾是一种环境污染物。但从科学上讲，生活垃圾因含有丰富的化学成分因此又可能是一种资源。如果

能研发出某种科学先进的技术手段，将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能源化和资源化处理，将是我国乃至国际社会所期望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之一。“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理新技术研发”项目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展工作的。 

该项目自 2001 年开始至今，由本校化学化工学院张志炳教授任校方项目负责人和建德市恒明环保工程实业有限公司陈

金明任企业方项目负责人，先后经历 10 余年，完成了 120t/d 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理新技术系统的研发。经国家环境分

析测试中心在装置现场 48 小时连续运行监测表明：在未设置布袋除尘情况下，排放的烟气中所有污染物指标均达到并大

幅优于国标的规定，尤其是关键毒性指标二噁英仅为国标 GB18485-2001 规定的 1/100 和欧盟Ⅱ标准（EU2000/76/EC）

规定的 1/10 左右（其中 CO=0.950 mg/m3,NOx=111 mg/m3; SO2=2.17 mg/m3; HF=0.156 mg/m3; HCl=1.96 

mg/m3; CO2=6.05 mg/m3；二噁英=0.0095 mg/m3；重金属合格），而 EU2000/76/EC 标准是目前世界上烟气控制

最严格的标准。 

该项目于 2013 年 6 月 1 日，通过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和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组织的项目技术鉴定

会。该项目的主要创新点为：（1）“HMG-6 高温差热解气化炉”与“延时燃烧系统”构成的热解气化燃烧新技术装备，

突破了国内外同类技术的设计定势和技术缺陷，使处理系统中有机物质尤其是二噁英等高毒性有机物的分解更为彻底。

（2）发明了“烟气自清洁系统”，科学地利用了生活垃圾在热处理过程中原生的碱资源和氨资源处理烟气中的各种有害

物质，使烟气净化过程无需添加化学品。（3）研发了“沼气烧固渣”新工艺，有效降低了固渣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 

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理新技术研发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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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结构声功能材料的研究” 

（BK2009007，项目负责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陈延峰教授）

声音就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们周围，但我们
却没有特别地关注它们。实际上，声波和国民经济、日常
生活各个方面密切相关。例如，体检时医院里用 B 超检查
肝胆等器官有无病变、检查子宫病变以及婴儿妊娠发育桩
孔，工业上用超声无损检测产品质量、国防上用声纳探测
确定潜艇的位置等等。过去关于声波基本上都是将声波作
为经典波来研究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声波的色散调控、
能带效应以及量子效应等新奇物理效应的研究，特别是声
波跟周期性微结构的相互作用方面，正逐步引起了科学家
的关注。正如光波的能带调控和量子效应发现以后引起了
科技和产业的巨大革命，声波的能带调控和量子效应也必
将发现一些新的物理效应，在这些效应的基础上必将引发
一些基于声波技术的器件革命，例如高清晰度的 B 超、足
以媲美人耳的人工耳蜗，神奇的语音定位系统、强力的声
波定向武器，神奇的声波隐身效应、以及高效的隔音隔振
系统等等。本项目正是在这一大背景的基础上，提出了
“人工结构声功能材料”的国际前沿研究课题，研究声与
人工结构相互作用中的新的物理现象和效应，通过人工结
构控制声波的发射、传播、接收、处理和显示，使我国在
人工结构声功能材料和声波量子调控的研究领域占领前沿
阵地，为新型电声器件、声光器件、热声器件的研发打下
坚实的理论基础。 

项目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共发表 SCI 论文 16 篇，包
括在物理界有广泛影响的 Nature Mater., Phys. Rev. Lett., 
Phys. Rev. B, Appl. Phys. Lett.等，尚有大量数据拟向国际一
流杂志投稿；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授权 2 项，其中授
权美国专利 1 项。在该项目的基础上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其中培养了博士 9 名、博士后 2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 1 名，中组部首批拔尖人才 1 名。获得教育部全国优秀 

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奖 1 项、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奖 1 项、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奖各 1 项。以该
项目为基础，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的进一步资助。 
 

 

 

 

 

 

 

 

我校 9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项目顺利通

过验收（四）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据《自然-材料》网站报道，由中国南京大学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者为核心组成的国际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硅基光子芯片。该光子芯片初步实现了光的单向无反射传输
效应，极大地拓展了光子晶体及传统超构材料的研究领域，为进一步实现 CMOS 工艺兼容
的光逻辑器件、光学网络分析、单向光波耦合器、Bloch 振荡器等新型光子器件的研究提
供了一条有效路径。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在经典光系统中模拟实现量子开放系统的量子
临界现象，研究非厄米开放系统的本征值问题，为经典光系统中探索和发展具有量子特性
的新型光子器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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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蛋白质 2ouf-knot 的结构图。不同于通常的蛋白

质 分 子，2out-knot 能折 叠成 具 有三 叶草 结 (trefoil 

knot)的打结拓扑结构。 

图 2 (A,B)正确折叠的 2ouf-knot 结构及其示意图；

(C,D)错误折叠的 2ouf-knot 结构及其示意图，由于

箭头所指处氨基酸链的错误走向，没有形成三叶草

结。 

 

“蛋白质折叠、聚集及其功能运动的动力学和物理机制” 

（BK2009008，项目负责人：物理学院 王炜教授） 

在生物体内，蛋白质分子担负着控制、调节和执行生物功能等重要任务。蛋白质一旦失去正常功能，生命过程便可能产
生异常，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蛋白质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是了解蛋白质分子行使其生物功能的结构基础与动力学机制，
以及与蛋白质分子功能异常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疾病的致病机理。2006 年，国家制定十一五中长期规划，把“蛋白质科学”
作为重点关注的基础研究课题，为国内蛋白质结构与动力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与条件，并已经涌现出一批非常出色
的工作。然而，目前研究工作中对蛋白质折叠特性的理解主要来自于一些简单环境下模型蛋白分子的研究，而真实的细
胞是一个极其拥挤而又复杂的蛋白质生成、折叠、组装、降解与工作的场所。因此，要更真实地了解生物细胞环境中蛋
白质行使生物功能的结构基础与动力学机制，需要尽可能地在接近体内条件的复杂环境下研究蛋白质的折叠、聚集与功
能运动等动力学特性。 

我们针对类细胞的拥挤环境、金属离子介导以及氧化还原环境相关的蛋白质折叠和聚集进行了基于大规模分子动力学的
计算机模拟和相关实验研究，获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1）成功构建了类细胞环境的理论模型；2）研究了乳球
蛋白在类细胞环境中的先二聚化再折叠的物理机制，并发现 RNA 的去折叠路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3）研究了离子和模
板诱导老年痴呆症致病蛋白 Aβ 的聚集过程，揭示了离子调控的多肽链纤维化聚集的动力学机制，并提出了一个用绿色荧
光蛋白质和多肽偶联的高敏感亚铜离子探测器；4）成功构建了含二硫键蛋白质的氧化折叠模型，揭示了典型蛋白质
BPTI 的折叠机制；把光照还原诱导的蛋白质纳米粒子和抗癌药物结合起来，一步合成了蛋白质和药物的纳米粒子，并实
现了对肿瘤的靶向输运。 

    该项目共发表 SCI 论文 26 篇（自然杂志子刊 Sci. Rep. 1 篇，美国科学院院报 PNAS 1 篇，美国化学会会刊 JACS 1 篇，
英国皇家化学会刊 Chem. Commun. 2 篇等），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培养博士生 10 名、硕士生 12 名。以此为基础获
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 项，并作为首席科学家成功申请到科技部 973 项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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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利用富镁矿物吸收并固定烟气中二氧化碳工艺示意图。富

镁矿物溶液从吸收塔顶部进入，与烟气对流接触。塔中部装有填

料，填料表面固定有 CA 酶，催化二氧化碳向溶液中的传质过程。

镁碳酸盐产物，三水菱镁矿，在吸收塔底部结晶，完成二氧化碳的

固定过程。 

   

图 2 为实验中生成的三水菱镁矿晶体照片，化学式 MgCO3•

3H2O。晶体程特征的长柱形貌，无色透明，纯度高。 

“二氧化碳矿物封存过程中气-水-岩相互作用的地球化学研究” 

（BK2009011，项目负责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骏教授） 

减少工业 CO2 的排放是本世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挑战之一。相对于其他封存方式，将 CO2 转变为稳定碳酸盐的矿
物封存方式具有原料丰富、永久封存而无泄漏风险以及能实现就地封存的优势，正在成为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岩石矿物
的自然风化就是将 CO2 转变为碳酸盐的过程，但此过程十分缓慢，如何低成本、低能耗地加快反应速率是国际难题。为
此，本项目选取资源丰富的富镁矿物（如蛇纹石、石棉矿等）为 CO2 封存载体，研究了不同反应条件、不同疏质子溶剂
催化剂控制下、CO2-水-矿物多相反应动力学过程，明确富镁矿物封存 CO2 的产物和控制因素，建立最优的加速矿物碳酸
盐化反应速率的方法以及产物结晶的控制条件，并研发出微生物浸取镁离子的新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利用富镁矿物
进行镁离子溶液浸出再与 CO2结合形成碳酸盐产品的中间试验工艺方案，为今后开展碳封存示范工程奠定理论基础。 

项目共发表论文 8 篇，包括发表在国际环境领域高级别 SCI 刊物 Environment Science & Technology（2010）和国内核心期
刊《第四纪研究》“化学风化与碳封存”专辑（2011 年第 3 期）中，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得国家 863 计划专题课题“二氧化碳矿物封存关键技术与应用潜力系统评价”（编号：2009AA06Z112）
资助，陈骏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获得 201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称号。培养研究生 7 名，其中博士
生 3 名，硕士生 4 名；李高军博士获得 2012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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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成果名称：海底热水喷流沉积硫化物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及成因 

研究 

获 奖 情 况： 2012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

科学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员：蒋少涌 顾连兴 赵葵东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内 容 简 介： 
海底热水喷流沉积型块状硫化物矿床是目前世界上生产铜、铅、锌、

金、银、硫等的最重要的矿床类型之一。对其进行研究不但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指导找矿勘查方面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和重点基金等多个项目资助下，项

目组采用现代化的流体地球化学和氢、氧、碳、硫、铅、锶、钕、

铼-锇和氩-氦等多元同位素综合示踪方法，对我国华南不同类型的

海底热水喷流沉积硫化物矿床开展了系统的地质和地球化学研究，

同时对国际上的同类型矿床（如加拿大沙利文铅锌矿等）开展了对

比研究工作，在该类型矿床的矿床成因模型、有效找矿指标、成矿

过程及成矿后的变化以及成矿地质背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

的研究成果，主要成果如下： 

1.  提出并论证了一种新类型的海底热水喷流沉积型矿床。华南下

寒武统黑色岩系中赋存有一层镍钼贵金属硫化物矿层，对其成因争

议很大，我们近年来的工作表明，该矿层的形成与寒武纪早期的海

底热水喷流沉积成矿作用有关，并精确厘定了其成矿年龄。相关成

果 发 表 在 《 Nature 》 《 Chemical Geology 》 《 Mineralium 

Deposita》等杂志上。 

2.  确证了华南成因争议极大的几个大型-超大型硫化物矿床为海底

热水喷流沉积型矿床。华南的许多块状硫化物矿床，如广西大厂, 

江西永平、武山、城门山, 安徽新桥、冬瓜山等，长期以来对其是

否存在海底热水喷流沉积成矿作用存在极大争议，我们近年来的研

究发现了一系列新的地质-地球化学证据，确证了这些矿床存在海

底热水喷流沉积成矿作用，建立了华南这类矿床的喷流沉积-岩浆

热液叠加的成因模式, 并提出成矿时的陆壳成熟度制约了华南块状

硫化物矿床的形成及特征这一新的学术思想。相关成果发表在

《Ore Geology Review》《Chemical Geology》《Episodes》

等杂志上。 

3.  该项目研究不但注重各种先进的矿物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

的综合应用，而且注重传统的矿床学和矿相学研究，并取得显著成

效。系统地研究了国内外海底喷流沉积矿床中矿石的典型结构构造，

揭示了块状硫化物矿床矿石的形成机制，提出"带状提炼"对成矿元

素再活化和富集及硫化物增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新的学术思想; 提

出糜棱岩化块状硫化物矿石高度富集铜金的新机理; 发现一系列指

示海底热水沉积成矿作用的特征矿物，如富镁电气石、富钡云母等，

提出利用这些矿物的化学成分和同位素组成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找矿

指标。利用硫化物矿石矿物 Sm-Nd 同位素对块状硫化物矿床开展

直接的同位素定年并获得成功，该方法正在被国内外矿床研究所应

用 。 相 关 成 果 发 表 在 《Geology 》 《Ore Geology Review》

《Chemical Geology》等杂志上。 

本申报项目发表包括《Nature》《Geology》在内的 SCI 论文 38

篇。这些论文被 SCI 他引 317 次，其中 10 篇代表作被 SCI 论文他

引 149 次。 

 

 

我校 3 项 2012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项目介绍（二）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张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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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导读：铁基超导体是指化合物中含有铁，在低温时具有超导现象，且铁扮演形成超导的主体的材料。2006 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Hideo Hosono 教授的团队发现第一个以铁为超导主体的化合物 LaFeOP，打破以往普遍认定铁元素不利形成超导迷思。根据 BCS 理

论，产生超导性的必要条件是材料中的电子必须配对，这样配对的电子称为库柏对。库柏对中的两个电子自旋相反，所以总自旋为零，

因而科学家认为超导性与铁磁性可能无法共存，材料中如果加入磁性元素（如铁、镍）会大大降低超导性。铁基超导体虽然含有铁元素

且是产生超导的主体，但是铁和其他元素（如砷、硒）形成铁基平面后，已不再具有铁磁性。2008 年二月初，Hideo Hosono 教授的

团队再度发表铁基层状材料 La[O1-xFx]FeAs（x = 0.05 – 0.12）在绝对温度 26K 时存在超导性，从此研究铁基超导体便在世界上形成

一股热潮。引起许多科学家的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铁基超导体的结构与高温超导的铜氧平面类似，超导性发生在铁基平面上，属于

二维的超导材料。因此尽管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只有数十 K，研究铁基超导体可能有助于了解高温超导的机制。现有的铁基超导体从晶

格结构上可分为四类：（1111）、（122）、（111） 和 (11)。 

 

2010 年末， KxFe2-ySe2 这一新超导系列被发现。
最初的能带结构计算都表明此材料在费米能附近没
有空穴型费米面，强烈地挑战了被广为接受的铁基
超导配对图像，这引起了物理学家们极大的兴趣。
不久之后，人们发现在此材料中存在 Fe 空位，并
且分离为两个相：具有 K2Fe4Se5 结构的反铁磁绝
缘相与超导相。闻海虎教授小组在国际上较早注意
到相分离的存在，并且发现不同的淬火处理，样品
的超导性能有很大变化。相分离的存在使得对此材
料相关研究的难度非常大，学术界对 KxFe2-ySe2

的超导相或者其母体相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存在着
非常大的争议。 

最近我校物理学院和“超导物理和材料研究中心”
在超导研究中取得新进展。闻海虎教授、丁夏欣同
学等制备了经过不同热处理的样品，通过输运、磁
化、X 射线衍射、扫描电子显微镜（与马国斌教授
等合作）、扫描隧道显微镜等多种测量手段，深入
研究了 KxFe2-ySe2 样品中微观结构与超导电性之
间的联系，认定了材料的超导相以三维网络状的细
丝形态存在，并用多种手段证明 

 

超导的母体相是由 Fe 空位形成的 这种有序平行四
边形结构组成，称为 K2Fe7Se8 相。这是一个完全
的新物相，具有 8 个铁原子有一个缺位原子的特
点。这个工作一经报道，就引起了众多理论学家的
关注，他们通过计算来了解为什么这个新相有可能
导致超导。该工作作为 Article 形式于 2013 年 5
月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4，1897，
（2013）上。 

他们的主要结果显示在图 1 和图 2 中。图 1 为扫
描电子显微镜下三种典型样品的解理面的背散射图
像。经过三种不同热处理方式获得的样品的表面形
貌具有很大的差别，图中白色长方块区域对应超导
相，黑色背景区域对应绝缘 245 相。图 2a 为扫描
隧道显微镜下观测到的 KxFe2-ySe2 表面最顶端 K
原子层的结构，Fe 空位位于底下一层，显示这一
结构。 

以上工作得到了基金委重点项目，科技部 973 项
目和教育部 985 计划的经费支持。 

 

 

铁基材料 KxFe2-ySe2 中发现新的超导母体相

K2Fe7Se8 

撰稿人：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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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左图) 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三种典型样品的解理面的背散射扫描电镜图像。

（a,b）随炉冷却样品解离表面的形貌图，超导的小岛分离很远。（c,d）在 250oC 处理

以后淬火冷却的样品解离表面的形貌图，超导的小岛进一步分裂，但是超导联通仍然很

差。（e,f）在 350oC 处理以后淬火冷却的样品解离表面的形貌图，超导的小岛完全分裂

成细丝状，而且构成了较好的超导通路。 

图 2  (下图) 原子级分辨形貌图与结构的示意图。（a）在随炉冷却样品的[001]晶面方

向测量的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图像，显示这一结构。（b）当 Fe 空位在底下一层的情况下的

K、Fe 和 Se 原子的排列示意图。（c,d）当 K 原子处于 Fe 空位上方时的 K、Fe 和 Se 原

子的提取分部的结构，这些表层的 K 原子反映下层铁空位的位置，被 STM 测量到。 

 

图 3  (左图) 空间微结构和化学成分之间的关系。(a) 随炉降温

样品解理面的形貌。可以看出很多矩形的小岛埋在一个均匀背景

中。在(b)中显示的是沿(a)中的黄色线轨迹所测量到的铁和钾的化

学含量。可以清晰看出在岛上面的铁含量较高，而钾含量较低。在

(a)中用蓝颜色圆圈标出两个典型的地方，可以看出矩形的岛实际

上是在厚度方向有一定延伸。因此超导通路构成三维网络。(c)在

随炉降温样品的另外一个区域测量到的扫描电镜照片，研究者分别

在矩形岛和背景中随机选取了 25 个点进行成分分析，发现两个区

域 成 分 很 不 相 同 ， 但 是 数 据 点 很 集 中 ， 在 背 景 上 面 是

K0.81Fe1.6Se2 ， 即 熟 知 的 245 相 ， 而 矩 形 岛 上 面 是

K0.68Fe1.78Se2。这个新的成分促使闻海虎小组提出 278 相是超导

的母体，并得到扫描隧道显微镜证据的支持。此图中扫描电镜的照

片是在 20 千伏测量电压下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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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导读：超构材料（Metamaterials）指的是一类具有特殊性质的人造材料，这些材料是自然界没有的。它们拥有一些特别的性

质，比如让光、电磁波改变它们的通常性质，而这样的效果是传统材料无法实现的。超构材料的成分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们的奇特

性质源于其精密的几何结构以及尺寸大小。其中的微结构，大小尺度小于它作用的波长，因此得以对波施加影响。 对于超构材料的初步

研究是负折射率超构材料。 

超构材料的奇异性质使它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从高接收率天线，雷达反射罩甚至是地震预警。超构材料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囊括电

子工程，凝聚态物理，微波，光电子学、经典光学、材料科学、半导体科学以及纳米科技等。 

左图展示的是铜质开环谐振器构成的负折射率超构材料。铜箔附

着于玻璃纤维电路板上。整个阵列包括 20×20 个元件，总体积

为 10×100×100 mm。 

 

 

 

 

偏振态是光的重要特征。在物理、生物、化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如何操控光
的偏振态是当前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然而，对于一般自然存在的材料，光的偏振旋转
的效率很低。近年来，由于超构材料（Metamaterials）的兴起，人们已经在具有平面
手性结构的超构材料中提高了光学旋转率。但是这种超构材料仅仅在光的非零阶反射或
透射中才能实现大的光学旋转。对于光学应用来说，零阶透射或反射才是最重要的。因
此，如何提高零阶透射的光学旋转率是人们努力的方向。此外，对于单层平面手性超
构材料来说，它的旋转角度一般很难超过 45 度。如何在单层超构材料中实现 90 度的光学旋转，也一直是个难题。 

最近，朱永元教授课题组，从金属表面等离激元共振出发，另辟蹊径，设计了一种单层的金属纳米微结构（图 1），在
零阶透射实现了极大地光学旋转率（在实验中获得光的旋转率为 4.1×105 度/毫米，远大于任何一种自然材料的，如石
英晶体，旋转率仅仅为 17 度/毫米）。其物理机制如下：通过微结构的精确设计，实现 SPP 和 LSP 共振同时激发。利用
LSP 共振，实现偏振与入射偏振方向垂直的电磁辐射输出。利用 SPP 波穿过样品结构时带来的相位延迟效应，通过调制
样品厚度使 SPP 和 LSP 产生的偏振平行于入射偏振方向的电磁辐射相消叠加，从而实现对单层零阶透射光学偏振旋转的
有效控制。随着样品厚度的增加，光学旋转角度也得到非线性的增加（图 2）。尤其是当厚度为 245nm 时，在零阶透射
中实现了接近于线偏振的 90°光学旋转。该结构的设计对于未来集成光子器件有潜在的应用可能。 

该工作发表在 Phys. Rev. Lett. 110, 207401 (2013)上，武山博士后为该论文第一作者。该工作得到国家“973”项目、
量子调控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以及基金委的资助。 

 

利用超构材料实现巨大的光学旋转 
撰稿人: 物理学院 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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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偏振检测光路图。左上为样品结构示意图，右下实验样品的 FIB 扫描图像。其中 w=60nm, R=420nm, 

α=88°，周期 P=680nm。 

图 2（a）光学旋转角（黑色）、透射率

（红色）和透射峰的波长（蓝色）随着样品

厚度的变化曲线。（b）样品厚度不同时的

透射光的椭圆偏振态和相应的椭圆率。其

中，当样品厚度约为 245nm 时，透射光偏

振接近于线偏振，并且相对于入射光发生了

90°的光学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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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构建二维 Skyrmion 晶体的示意图。（a）在垂直各向异性薄膜上制

备亚微米磁盘阵列。（b）通过加磁场处理后构建出 Skyrmion 晶格结构。 

上图  用微磁学模拟得到的在零磁场下人工 Skyrmion 晶体的磁结构图。 

 

Skyrmion 是 Tony Skyrmion 于 1961 年提出的
一种假想的粒子，它是一种拓扑非平庸态，具有孤
子 的 特 征 。 Skyrmion 的 周 期 性 排 列 形 成
Skyrmion 晶体。在磁性材料中，Skyrmion 特指
一种拓扑自旋结构，在该结构中，周围磁矩将围绕
中心旋转。Skyrmion 晶体预期将产生拓扑霍尔效
应和特殊的自旋动力学。已有实验表明，仅需要很
小的电流即能驱动 Skyrmion 的运动，因此，
Skyrmion 晶体又可以看作是一种新型的自旋电子
学材料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由于 Skyrmion 晶体的特殊磁结构，通常认为它需
要 Dzyaloshinskii-Moriya（DM）相互作用诱导
才能产生，而大多数材料中的 DM 相互作用都比
较弱，仅有很少的几种材料可以形成 Skyrmion 晶
体。此外，实验上观测到的 Skyrmion 晶体只存在
于很窄的温度和磁场区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室温
下的报导。这些严重地阻碍了对 Skyrmion 晶体的
深入研究和应用探索。 

丁海峰教授课题组和吴镝教授课题组合作，从理论
上提出了一种构建人工二维 Skyrmion 晶体的方法。
该方法将具有垂直各向异性的磁性薄膜和具有磁涡
旋态的纳米盘阵列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特殊的磁
场处理即能产生人工二维 Skyrmion 晶体（如图
1），并且进一步通过微磁学模拟验证了该方法的
可行性（如图 2）。研究表明，通过这种方法构建
的 Skyrmion 晶体不仅可以稳定在较宽的温度和磁
场区域，甚至包括室温和零磁场。同时该方法还不
需要材料具有内禀的 DM 相互作用。该方法的提
出对于未来 Skyrmion 晶体的深入研究和实际应用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同时也指出了 DM 相互
作用并不是形成 Skyrmion 晶体的必要条件。 

该工作发表在 Phys. Rev. Lett. 110, 167201 
(2013)上，孙亮博士为该论文第一作者。该工作
得到科技部量子调控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及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 

 

 

 

 

 

 

 

 

 

人工二维 Skyrmion 晶体的研究取得进展 
撰稿人: 物理学院 游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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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石墨烯收集和传导光催化剂的电子示意

 

 

图 2  石墨烯和表面修饰的二氧化钛的复合、新型光

催化材料应用于光催化还原 CO2 为甲烷和乙烷。 

 

 

石墨烯是结构非常稳定的二维单层碳原子晶体，其理论厚度为 0.34nm，在 2004 年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 Andre 
K.Geim 教授研究团队首次制备。作为单质，其电子的运动速度达到光速的 1/300，远超电子在一般导体中的运动速度。
21 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科技的进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日益成为人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开发清
洁能源已成为当前国际上重大前沿科学探索之一。通过利用太阳能的光催化这一手段，对于解决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具
有前景意义，所以光催化成为近 30 年来科学研究的热点。由于石墨烯奇异的物理化学性质，近些年石墨烯被广泛应用于
光催化材料体系中，利用光生电荷在二维单层碳原子晶体中的快速运动特性，提高电子和空穴分离速率和减少由其复合
几率，以提高光催化效率（图 1）。 

最 近 物 理 学 院 环 境 材 料 与 再 生 能 源 研 究 中 心 周 勇 教 授 课 题 组 在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DOI: 10.1002/adfm.201203547 上发表题目为“Versatile Graphene-Promoting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Semiconductors: Basic Principles, Synthesis,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and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的综述
性文章(Feature article)，是该课题组继 2010 年在 Advanced Materials 2010, 22, 3615 发表关于石墨烯综述论文以来, 
将石墨烯材料用于光催化领域的又一总结性工作。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涂文广博士生。 

该 Feature article 是基于课题组最近一年来将石墨烯应用于光催化还原 CO2 的成果上完成地(Adv. Funct. Mater. 2013, 
23, 1743; Adv. Funct. Mater. 2012, 22, 1215.)。文章从介绍光催化的基本原理开始，概括了石墨烯在光催化体系中的
作用（包括高电子和空穴分离速率，增加光的的吸收强度和响应范围，提高更多的吸附和反应位点），并且详细阐明了
电子的传输问题，叙述了石墨烯与半导体材料的复合方法， 最后系统性介绍了石墨烯复合光催化材料在光分解水、光降
解污染物、光还原 CO2 及其他方面应用的最新进展。文章特别报道了由于石墨烯的引入，大幅度提高了光催化转化 CO2

为可再生碳氢燃料的速率和产物选择性（图 2），是同时解决温室效应和能源危机的有效方法之一。 

该工作得到了 973 项目、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和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B)等项目资助。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发表石墨烯在光催化

环境和能源领域应用综述论文 
撰稿人: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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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专利入选 2012 年度江苏省百件优质发明专利名录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为大力实施我省知识产权战略，激励广大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发明创造，促进专利产出质量提升，推动专利技术转化实

施，江苏省发明协会组织开展了“2012 年度江苏省百件优质发明专利评选”活动。评选着重从专利技术的创新难度

和原创性、所属产业链位置、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可实施程度等方面，对全省 2012 年度获得授权的 16242 件发明

专利进行综合考评。经专家组评审、领导小组审核，选出了 100 件优质发明专利。我校工学院施跃春、陈向飞的专利

“微结构准相位匹配实现多维目标波导光栅和体光栅的制备方法”（ZL201110104875.2）光荣入选。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6 月 2 日报道，美国科学家设计出了一种新的打印过程，不
仅比传统方法更迅捷，而且适用于多种有机材料，得到的有机半导体薄膜的性
能也要优异 10 倍。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的《自然•材料学》杂志上表示，最新
进展有望引领有机电子设备领域的新变革。 

有机电子设备可以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但即便是目前性能最好的薄膜，其在
导电方面也差强人意。为此，美国国防部下属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
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新的打印过程。他们发现，借用新方法，
使用某些材料制造出的薄膜的导电能力是目前性能最好的薄膜的 10 倍。这些半
导体薄膜可用来制造轻便且成本低廉的太阳能电池、柔性电子显示器和纤薄的
传感器等。 

该论文的主要作者、SLAC/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刁颖（音译）说：“更重要的是，
最新方法可以升级，从而满足工业需求。” 

刁颖表示，在快速打印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墨流分布不均的情况，这会使得到
的半导体晶体布满瑕疵，但在以前，很少有人想到通过控制液流来解决这一问题。为了有所突破，她对溶解有机材料的液体的流动进行了很
好地控制。 

在新方法中，刁颖设计出了一种打印刀片，其上嵌了一些细细的柱子（即晶体），柱子同墨水混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整齐一致的薄膜。
另外，由于晶体很容易在基座上随机形成，为此她在基座上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化学模式，抑制了“不守规矩的”晶体的形成，不让这些晶
体冒出来。最后，刁颖团队制造出了大块的、几乎成一条直线的晶体长条（薄膜），电荷很容易流过其中。 

该研究团队在斯坦福同步辐射光源（SSRL）实验室对获得的有机半导体进行了 X 射线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对新方法进行了多次改进，最终，
他们证明，这些排列整齐的晶体的性能至少是其他技术制造的晶体的 10 倍，其在结构上也更完美。 

该研究团队也用另一种具有几乎完全不同的分子结构的有机半导体材料重复了这一实验，结果发现，获得的薄膜在质量上有很大提升。因此，
他们相信，这一技术可以应用于多种材料。 

该研究的另外两名主要调查者、斯坦福材料和能源科学研究所教授鲍哲南（音译）和 SLAC 的材料学家斯特凡•和曼斯菲尔德表示，接下来，
他们打算找出材料和过程之间的隐藏关系。最新研究也让他们能更好地控制打印材料的电子属性，使其性能达到最优。 

《Nature Materials》杂志精选：新型打印技术所

得薄膜导电性能优异 10 倍 
撰稿：科技日报 2013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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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亚纳米分
辨的单分子光学拉曼成像，将具有化学识别能力的空间成
像分辨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 0.5 纳米。6 月 6 日，《自然》
杂志在线发表了该项成果。三位审稿人盛赞这项工作“打
破了所有的纪录，是该领域创建以来的最大进展”、“是
该领域迄今质量最高的顶级工作，开辟了该领域的一片新
天地”、“是一项设计精妙的实验观测与理论模拟相结合
的意义重大的工作”。世界著名纳米光子学专家还在同期
杂志的《新闻与观点》栏目撰文评述了这项研究。 

据悉，这一成果由中科院院士侯建国领衔的中国科大微尺
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单分子科学团队董振超研究小组完
成，博士生张瑞、张尧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 

据了解，物质世界里的分子非常小，一般在 1 个纳米左右，
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直径的六万分之一。如此小的尺度，不
仅肉眼看不到，连光学显微镜都无能为力。如何在纳米甚
至亚纳米尺度上实现分子成像并能识别分子的化学信息，
从而帮助人类认识分子结构、更进一步了解微观世界，是
科学家们持续关注的热点。 

光的频率在散射后会发生变化，而频率的变化情况取决于
散射物质的特性，这就是物理学上曾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
的“拉曼散射”。“拉曼散射光中包含了丰富的分子振动
结构信息，不同分子的拉曼光谱的谱形特征各不相同。因
此，正如通过人的指纹可以识别 人的身份一样，拉曼光
谱的谱形也就成为科学家们识别不同分子的‘指纹’光
谱。”论文通讯作者之一、中国科大教授董振超介绍说，
拉曼光谱已经成为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等领域研究分
子结构的重要手段。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技术，特别
是针尖增强拉曼散射（TERS）技术的发展，光谱探测的
灵敏度以及拉曼成像的分辨率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迄今，
科学家们已将 TERS 测量的最佳空间成像分辨率发展到几
个纳米的水平，但这显然还不适合对单个分子进行化学识
别成像。”董振超说。 

微尺度实验室单分子科学团队一直致力于自主研制科研装
备，发展了将高分辨扫描隧道显微技术与高灵敏光学检测
技术融为一体的联用系统。他们利用针尖与衬底之间形成
的纳腔等离激元“天线”的宽频、局域与增强特性，通过
与入射光激发和分子拉曼光子发射发生双重共振的频谱匹
配调控，实现了亚纳米分辨的单个卟啉分子的拉曼光谱成
像，使化学识别的分辨率达到前所未有的 0.5 纳米，可识
别分子内部的结构和分 子在表面上的吸附构型。 

“可以说，在任何需要在分子尺度上对材料的成分和结构
进行识别的领域，该项研究成果都有很 大的用途。”董
振超表示，这项研究对了解微观世界，特别是微观催化反
应机制、分子纳米器件的微观构造和包括 DNA 测序在内
的高分辨生物分子成像，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
价值，也为研究单分子非线性光学和光化学过程开辟了新
的途径。

《Nature》杂志精选：研究实现最高分辨率单分子拉曼

成像 
撰稿：中国科学报 2013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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