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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 

推荐单位 中国物理学会 

推荐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

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填写要求。 

在实验上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凝聚态物理学的重要难题之一。该项目以实验

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为目标，深入研究了拓扑绝缘体薄膜的分子束外延生长、磁性掺

杂、表面电子态、输运性质，以及对薄膜电子结构、磁有序态和能带拓扑结构的精密调

控手段。最终在世界上首次实验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并取得了相关的一批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项目 8 篇代表性论文中有 2 篇发表于 Science，2 篇发表于 Nature

系列期刊，2 篇发表于 Phys. Rev. Lett.，2 篇发表于 Adv. Mater.。目前已被 SCI 他引 1780

次，单篇最高 SCI 他引 504 次，有 5 篇论文 SCI 他引超过 100 次，7 篇论文入选 ESI 1%

高被引论文，在国际相关领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对照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条件，推荐

该项目申报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物理科学中的凝聚态物理领域。  

量子霍尔效应在凝聚态物理研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在强磁场中多种量子霍

尔效应的实验发现先后三次斩获诺贝尔物理奖。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一种不需要外加磁

场、基于全新物理原理的量子霍尔效应，不但是很多新奇量子现象实现的基础，还是量

子霍尔效应得到应用的关键。早在1988年，人们就已经从理论上提出了零磁场量子霍尔

效应存在的可能性，但二十多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实验进展。在实验上实现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是近些年来凝聚态物理学的重大科学目标之一。本项目以攻克此效应为目标，

在张首晟、方忠等人理论工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拓扑绝缘体薄膜的分子束外延生长、

磁性掺杂、表面电子态的性质，研究了薄膜电子结构、磁有序态和能带拓扑结构的精密

调控手段。本项目组于2013年首次实验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

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  

（一）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  

利用分子束外延技术发现了第一种可以显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材料Cr掺杂的

(Bi,Sb)2Te3拓扑绝缘体薄膜；制备出铁磁绝缘体相薄膜，实现了对其载流子浓度的精确

调控；在这种磁性拓扑绝缘体薄膜中，在世界上首次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此

发现已被世界上多个知名实验室重复与确认，是目前拓扑绝缘体领域中唯一被重复验证

的重要新物理效应。  

（二）磁性掺杂拓扑绝缘体薄膜磁性与磁输运性质的研究  

在磁性掺杂拓扑绝缘体薄膜中，首次观测到磁性掺杂导致的拓扑绝缘体磁电阻行为

由反弱局域化到弱局域化的过渡，首次发现拓扑导致的磁量子相变。揭示了磁性掺杂拓

扑绝缘体中拓扑电子态与磁耦合机制和磁输运性质的关系。  

（三）拓扑绝缘体的分子束外延生长和表面电子态研究  

在国际上首先建立了Bi2Te3家族拓扑绝缘体分子束外延生长动力学，制备出高质量

的Bi2Te3家族拓扑绝缘体薄膜，该方法已经成为制备高质量拓扑绝缘体薄膜材料的首选

方法；首次在实验上揭示了三维拓扑绝缘体电子能带结构在二维极限下的演化过程；在

Bi2Te3家族拓扑绝缘体中首次实验证明了的表面态的背散射缺失性质，首次观测到拓扑

绝缘体狄拉克表面态的朗道量子化。  

本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为拓扑磁电效应、手征拓扑超导电性等新奇量子现象的实现奠

定了基础，并有可能应用于开发新概念的低能耗电子学器件。本项目 8 篇代表性论文中

有 2 篇发表于 Science，2 篇发表于 Nature 系列期刊，2 篇发表于 Phys. Rev. Lett.，2 篇

发表于 Adv. Mater.。这些论文到目前为止被 SCI 他引 1780 次。授权国际发明专利 1 项。

由于这些成果，项目组成员曾获得亚洲磁学联盟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和陈嘉庚科学奖等科技奖励。 

 

 

 

 

 

 



客观评价： 

本项目8篇代表性论文SCI他引达1780次，单篇最高SCI他引504次，有5篇论文SCI他

引超过100次，7篇论文入选ESI 1%高被引论文。报道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发现的Science

论文是研究该效应的论文必引的文献。项目组成员在与拓扑绝缘体相关的几乎所有的重

要国际会议包括Nobel Symposium都做了大会特邀报告，在国际相关学术领域中产生了

巨大影响。  

201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拓扑相变和拓扑物质相领域的几位理论物理学家。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的对几位获奖人的官方介绍中引用了本项目的主要工作（代表性

论文(1)）和数据图。在文中提到“被霍尔丹所描述的物质相现在被称为陈氏绝缘体，25

年后，一种量子化的霍尔效应在Cr-doped (Bi,Sb)2Te3薄膜中在零磁场下被观测到，这为

此物质相提供了第一个实验验证。在图6中，当通过调控栅极电压将能带填满时，我们

可以看到霍尔电阻yx呈现一个清晰的量子化平台。”(This phase of matter described by 

Haldane is now called a Chern insulator, and twenty five years later, in 2013, a quantized Hall 

effect was observed in thin films of Cr-doped (Bi,Sb)2Te3 at zero magnetic field, thus 

providing the first experimental detection of this phase of matter [15]. In Fig. 6 we see a clear 

plateau in the Hall resistance yx at a density (regulated by the gate voltage) corresponding to 

a filled band.) 其中所引用的文献[15]即为本项目的代表性论文(1)，图6即引自代表性论

文(1)的数据图。这是此介绍文章所引用的支持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理论贡献的四幅实验

数据图之一，充分说明本项目的实验结果在物理学中的重要地位。 

在报道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发现的同一期《科学》杂志上刊登了量子霍尔效应和分子

束外延领域的专家、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物理与天文系教授Seongshik Oh撰写的题为“完

整的量子霍尔家族三重奏”（The Complete Quantum Hall Trio）的评论文章（Science 340, 

153 (2013)），对该工作进行了评述。在文中他提到 “这个结果证实了期待已久的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的存在，这是量子霍尔家族三成员中的最后一个。” （…the result confirms 

the long awaited quantum anomalous Hall effect (QAHE), the final member of the quantum 

Hall trio…）。  

杨振宁先生对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这是有别于曾三

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强磁场下的量子霍尔效应的全新物理效应。他认为这是从中国的

实验室里做出的一次重大的物理学成绩。  

冷原子量子模拟领域的专家、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T. Esslinger教授等于2014

年首次在冷原子系统中实现了1988年Haldane提出的零磁场量子霍尔效应模型。他们的

论文（Nature 515, 202 (2014)）开篇在引用Haldane的理论工作后紧接着引用了本项目的

成果。这充分说明了本项目的实验发现在这个方向的引领作用。石墨烯的发现人、诺贝

尔奖获得者A. Geim和K. Novoselov等在其关于石墨烯拓扑电流的一篇论文中也引用了

本项目的工作（Science 346, 448 (2014)）。这表明本项目的发现在物理学各个不同领域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美国扫描隧道显微镜专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和康

奈尔大学的J. C. S. Davis教授等在其关于磁性拓扑绝缘体的扫描隧道显微镜研究的论文

中（PNAS 112, 1316 (2015)）引用本项目的工作时提到：“（在磁性拓扑绝缘体中）有太

多新物理效应被预言……但到目前为止，除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外，这些效应还没有一

项被探测到……” （…A plethora of new physics is then predicted, including… As yet, none 

of these phenomena except the QAHE have been detected…）。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Rutgers大学D. Vanderbilt教授等在其一篇论文（Phys. Rev. B 

90, 121103 (2014)）中开篇即引用本项目结果，并提到：“尽管原则上获得陈氏绝缘体（即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系统）的条件很普通，即时间反演对称性破缺和自旋轨道耦合效应，

实验上稳定实现陈氏绝缘体却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第一个成功的实验证明是通过在Z2

拓扑绝缘体(Bi,Sb)2Te3薄膜中掺杂Cr原子实现的……”（While the requirements for a Chern 

insulator, namely broken TR symmetry and spin-orbit coupling (SOC), are in principle very 

common, finding a robust experimental realization of a Chern insulator has proven very 

challenging. The first successful demonstration consisted of doping a two-dimensional slab of 

the Z2 topological insulator (Bi,Sb)2Te3 with Cr atoms…）。  

日本凝聚态物理学界最负盛名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东京大学和理化学研究所

（RIKEN）的Y. Tokura教授等在其关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研究工作中（Appl. Phys. 

Lett. 107, 182401 (2015)）提到：“跟随常等人实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的工作，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已经在分子束外延生长的磁性元素Cr、V掺杂的(Bi,Sb)2Te3薄膜中被重复出

来。”（Following the experimental discovery of the QAH effect by Chang et al., the QAH 

effect has been reproducibly observed and reported for the molecular-beam-epitaxy (MBE) 

grown (Bi,Sb)2Te3 thin films doped with magnetic elements such as Cr and V.）。这说明本

项目成果引领着此领域的发展。其所提到的这些跟随性工作都引用了本项目多篇工作

（Nature Phys. 10, 731 (2014)； Phys. Rev. Lett. 113, 137201 (2014)）。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A. H. MacDonald教授等在其论文里

（Phys. Rev. Lett. 111, 016801 (2013)）提到：“在这个方向（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已经有

了稳步的进展，这在最近在Cr掺杂(Bi,Sb)2Te3实验中（项目组的工作）达到了顶峰。”

（There has been steady progress in this direction, culminating in the recent experiments on 

Cr-doped (Bi,Sb)2Te3.）。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的前期工作：拓扑绝缘体的分子束外延生长和狄拉克

表面态性质研究的结果也在学术界具有很大影响力。在由拓扑绝缘体领域的开创者之

一、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斯坦福大学的张首晟教授等在《现代

物理评论》上撰写的关于拓扑绝缘体和超导体的综述文献中（Rev. Mod. Phys. 83, 1057 

(2011)），有两幅图示分别引用了本项目代表性论文(3)、(8)中的数据图（图 28、30）。这

显示了本项目工作在拓扑绝缘体领域的重要性。 

























知情同意证明

清华大学的薛其坤教授等在为申报 ⒛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所提供的代表性论文

中包括了下列论文 :

Zhang,Y。 ;He,K。 ;Chang,C,-Z。 ;song,C。 -L。;Wang,L。 -L。 ;Chcn,X。 ;Jia,J。
-F,;Fang,Z。

;

D缸 ,X。 ;shan,W。 -Y。 ;shen,s.-Q。 ;Ni11,Q.;Qi,X.-L.;Zhang,s。 -C。 ;lⅥa,X。 -C,;Xue,Q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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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昭 c刀sj@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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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j∫。Nature Phy⒍ cs2010,6(8),584-588.

本人作为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完全知晓并同意薛其坤教授等将其作为主要成果提

供给相关评审单位。

特此证明 !

证明人:张翼

锄笔

2017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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