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微结构材料与器件----穷究物理、顶天立地 

物理与光电学院人工光声微结构物理与材料团队 

2016 年，一群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引进到华南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学

院的中青年科研人员组成团队，成立了人工光声微结构物理与材料实验室。团队

负责人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李志远教授，现有团队核

心成员包括李志远、李锋、黄学勤、虞华康 4位教授，梁文耀、陈宝琴、陆久阳、

邓伟胤 4位副教授，以及马佳洪高级实验员。几年来，受益于学校双一流学科经

费、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重大项目、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课题、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经费的支持，以及团队成员的刻苦勤奋、潜心攻关、开拓进取，团

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团队以人工微结构物理与材料为主线，在微纳光子学、拓

扑声学和光学、激光技术、3D 微纳制造、原子分子和纳米尺度的量子物理、光

物理和光谱学等领域，做出了多项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材料是当前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三大支柱之一，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一起构

成了 21 世纪世界最重要和最具发展潜力的三大领域之一。激光和超声这两个当

今人类社会普遍使用的信息技术的载体（如光纤通信、显微成像、 超声检测、

生化传感），亟需在信息容量密度、信息处理速度、信息获取效率、信息传输效

率等关键指标方面进一步提升，也需要在光波和声波与被探测物体（如微观世界

的原子、分子、生物大分子等，以及宏观世界的人体内部组织等） 的相互作用

规律的掌握和提炼方面进一步加深认识，以获得更好的应用。人工微结构作为新

材料技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方向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便在全球范围内

逐步掀起了研究热潮。由于纳米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材料和器件的制造方法，使

得人工微结构材料在光、声、电、磁、机、热等方面呈现出常规材料不具备的许

多特性，突破了传统材料的局限性。以表面等离激元金属微纳结构、光/声子晶

体、光/声学超材料、光/声学超表面等为代表的人工光/声微结构材料极大地丰

富了光场、声场的调控手段和方式，为新一代激光和超声信息技术的革新提供了

强大的助力。 

人工微结构材料和器件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构建新一代信息产业领域高端设

备和技术的核心，典型的几个例子包括用于微电子芯片之间高速超宽带通讯的片



上集成硅基光互联芯片（PIC），用于高灵敏生化传感的表面等离激元（SPR）芯

片，基于 MEMS 的数字微镜阵列(DMD)高速高精度空间光调制器,用于红外检测

和焦平面成像的高灵敏度 CCD 器件，用于癌症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光学、超声和

光声耦合显微成像技术，用于高灵敏 B 超检测的超声核心探头和换能器阵列技

术，基于声表面波的高性能温度、压力和湿度综合传感器件等等。然而，目前国

内与此相关的微纳加工装备、极端激光设备、医学影像核心设备等核心技术和单

元器件基本依赖进口，国内的相关理论、材料和器件技术储备落后国外先进水平

十年以上。 

破解这个“卡脖子”困难局面，就需要立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穷究

人工微结构材料和器件的深层次物理原理、材料制造、器件构造方案等核心要素

和关键环节，结合先进的微纳制造技术和成熟的系统集成方案，深入探究开展独

立创新的光场、声场以及相关的光声、光机、光力、光热等多场物理及学科交叉

领域的基础物理及高新技术应用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和超声核心

材料、器件和原型设备。根据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趋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需求，

李志远教授领衔的人工微结构物理与材料团队秉承做“顶天立地”的科学研究的

理念，在最基础的微观层次上探究光学、量子物理、电磁学、电动力学、声学和

拓扑物理学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在实际应用的最前线探究和开辟激光和超声信息

技术的新原理、新方法、新材料、新器件和新应用。 

一、微纳尺度的基础物理 

纳米是长度的概念，1 纳米为十亿分之一米，大约为 10 个原子的大小。纳

米科学和技术，是近 30 年来非常热门、非常重要的科学技术，当物质和材料进

入了纳米尺度后，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与毫米以上的宏观尺度相比，有着更多奇

异的特性。这些由尺度差异所带来的特性为调控物质的光、电、磁、力、热、声

等属性提供了崭新的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微纳尺度材料和器件的基础物理有

相当多的未知和空白领域，犹如一个巨大的宝藏，蕴含着无穷多的机遇，也伴随

着巨大的挑战。 

在纳米及亚纳米尺度上，所有的光学结构和器件已经触及到了原子和分子水

平的物质层次，如何精确的理解和预测其对电磁场和光场的响应性质已经成为一

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科学问题。在传统光学、电磁学和电动力学体系架构下，



这些微结构材料的光电磁性质普遍利用连续介质来予以描述、刻画和表征，获得

本构方程，如介电常数、电极化率、磁导率、折射率等等，代入电磁学的基本物

理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组，将物理问题转化为数学上的偏微分方程组求解问题，

利用各种久经考验的数值计算方法得出解析解或者数值解，再回归方程组的物理

内涵，获得电磁场和光场的时空演化行为和规律，进而给出人工微结构材料和器

件的电磁性质和光学功能。但是，在纳米和亚纳米尺度，电磁场和光场已经能够

感知材料和器件的原子和分子结构了，连续介质模型原则上仅仅是一个近似成立

的模型，其精确性如何在目前的物理学层次上是不清楚的，因为原子和分子尺度

上的光学、电磁学和电动力学尚缺乏像宏观尺度上麦克斯韦方程组那样的成熟理

论方法。对这个问题的求解，已经触及到了现代物理学重要分支-----凝聚态物质

和材料的光学、电磁学和电动力学的基础概念和理论体系，建立这样的理论体系

毫无疑问将构成当代基础物理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纳米、亚纳米乃至原子和分子尺度的光场和电磁场的时空演化精细特性决定

了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微观细节。在凝聚态物质和材料，如金属表面等离激元

(SPP)纳米结构和器件，其表面和界面的最外层原子空间构型，决定了原子外壳层

电子所构成的金属内部自由电子的空间分布和能量形态，决定了自由电子集体对

外加光场和电磁场的响应行为，决定了表面和界面处电磁场和光场的分布细节，

也最后决定了在外界光场作用下原子、分子、量子点等微观物质的光物理和光化

学性质以及表观上呈现出来的光谱学行为。对这些过程的精确理解，涉及凝聚态

物理、表面物理和表面化学、原子和分子物理、光谱学等前沿学科，这使得纳米

尺度的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物理和化学蕴含十分复杂多样的现象和规律，对这些

问题的求解也十分的艰难，考验着科学家的智慧。对这个包含光子-电子-原子-

分子的高度复杂的强耦合体系的精准理解，建立恰当的物理模型和理论方法体系，

毫无疑问也将构成当代基础物理学和化学向前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 

针对上述的微纳光子材料、结构和器件的复杂体系，李志远教授在多年思考

和研究的基础上，摸索和总结出了特色鲜明的理论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建立了多

个物理模型，有效地推进了学术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近三年来，他从宏观、

介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对表面等离激元增强光和分子的拉曼散射作用，以及普遍的

光和物质相互作用（散射、吸收、增益、荧光、非线性光学、光热、光声、光力



等效应）的物理机理和技术方法开展了深入的探索。通过深刻分析表面增强

（SERS）和针尖增强（TERS）拉曼散射系统中光和分子的拉曼相互作用的微观

和介观过程，第一次发现在等离激元纳米间隙(nanogap)中，分子的两个基本物理

过程--瑞利散射与拉曼散射可产生强烈的自相互作用耦合[J. Phys. Chem. C 119, 

11858(2015); Nanoscale 8, 15730 (2016)]，使得通常的热点(hot spot)演化成超级热

点(super hot spot)，显著地提高了光场的局域化程度和增强幅度[图 1 所示]。 

 

 

 

 

 

 

图 1. TERS 和 SERS 体系的纳米间隙 nanogap 中，分子的拉曼散射和瑞利散射产生强烈

的自相互作用，使得电磁场热点(~10nm)演变成超级热点(~1 nm),实现了 TERS 亚纳米空

间分辨成像。 

 

2018 年，他在 Adv. Opt. Mater. 6, 1701097(2018) [AOM Hall of Fame 名人堂

系列综述和展望论文，37 页，唯一作者]一文中进一步推导出了涵盖 SERS 和

TERS 体系中天然存在的各种光学、电子和化学相互作用对分子拉曼信号贡献的

解析公式： 2 4 4 4

0 0 0 0 0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RI AI g          E Er r r r r 。          

该理论在国际学术界首次清晰地给出了宏观机制( 0 0( , )AI r ，光学相互作用)、

介观机制( 4 4

0 0 0| ( , ) | / | ( , ) | E Er r ，光学相互作用)和微观机制( 2

0| ( , , ) |R   r ，

电子和化学相互作用)对 SERS和 TERS体系中分子拉曼散射光谱 ( )RI  的贡献及定

量化解析描述，清晰地描述了介观和微观机制相互耦合[ 4

0( , )g r ，瑞利散射与

拉曼散射耦合]对拉曼散射的贡献。理论丰富和加深了对纳米尺度上光与分子相

互作用的宏观、介观和微观物理过程的全局性理解。如图 1 所示，理论成功解释

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董振超小组 2013 年发表于《自然》杂志、获选 2013 年中

国 10 大科技进展的 TERS 系统对分子拉曼成像亚纳米分辨率的物理机制，成功

解释了 1997 年两个美国团队报道的 SERS 单分子拉曼检测经典性实验结果的物

理机制，也成功解释了 2016年国际上各个团队在亚纳米TERS成像的实验结果。

多位 SERS 和 TERS 领域的先驱和开拓者及权威专家学者在他们为 Chem. Rev.，



Chem. Soc. Rev, Nature Reviews Materials, Anal. Chem.等重要期刊撰写的十几篇

综述论文中大段地介绍和正面评价这个理论，并直接采用 JPCC 论文的原图作为

插图。这个理论研究工作生动形象地揭示在微纳尺度上多种物理过程会同时呈现，

有竞争，也有协同作用，表现出了高度的复杂性，必须具备深刻的洞察力才能抓

住特定问题的关键环节。这个研究成果也为深入理解纳米尺度上表面等离激元增

强的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物理和化学新现象、新机理和新规律研究提供了很好的

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在原子水平上考察光和物质相互作用，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物理学最基础层次

上的两大理论体系—量子力学和光学（包括电磁学和电动力学），前者需要回答

微观物质如何运动和演化等基本问题，后者需要回答光子是什么、光如何运动，

光场如何演化等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触及量子物理的概念基础，其中

一个关键的概念是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问题，该问题困扰了物理学将近一百年，

无数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波尔、薛定谔等等对这个基本问题做出了自己的

思考，贡献了智慧，使得我们对微观世界运动和演化的物理规律有了比较清晰的

理解。但是，物理学和整个科学是一个不断演化、与时俱进的体系，今天并没有

走到终点。李志远教授多年来对此问题开展了概念思考和理论探索，以光子干涉

仪和原子干涉仪的量子力学分析作为突破口，通过合理的理论模型、严格的数学

演绎以及合理的物理诠释，给出了和正统波粒二象性和互补原理不一致的观点和

认识。这些理论探索的结果发表在 Chin. Phys. B 23, 110309 (2014), Chin. Phys. 

Lett. 33, 080302 (2016), EPL 117, 50005 (2017)。 

以上的思考和研究，其目标只有一个，希冀通过持之以恒的思考和感悟，将

来有一天能够回答一个基本的科学问题：光和物质相互作用时，在最基础的层次

和最精细的尺度上，物质如何运动和演化，光子如何运动和演化，物质的本源是

什么，光的本性是什么？ 

               二、人工微结构材料与激光技术 

激光技术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走入了千家万户，触及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自激光产生以来，非线性光学一直与激光技术相伴相随，荣辱与共。

人们已经利用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中的各种非线性光学效应（倍频、和频、差频

等）成功的将激光的窗口扩大到深紫外、可见、红外、太赫兹等范围，并实现了

宽带相干光源和超快脉冲激光。激光材料和非线性光学材料的每次重大进步都极



大地推动了激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非线性晶体中产生高效的多级次高次谐波

产生以及获得高效率、超宽带、超连续、完全相干的白光激光，一直是非线性光

学和激光科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李志远教授多年来

利用铌酸锂晶体准相位匹配技术（一种将铌酸锂铁电晶体内部的铁电畴指向按照

设计反转、产生非线性系数周期变化、为弥补泵浦激光和信号激光的相位失配提

供精确的倒格矢的理念和方法）实现了高效的二次谐波产生 [Opt. Lett. 36, 

3696(2011); Appl. Phys. Lett. 105, 151106 (2014)]和三次谐波产生[Light Sci. Appl. 

3, e189(2014)]，并于 2015 年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如图 2 所示，利用多级次、超

宽带倍频和和频级联产生这一原创性的科学思路和技术方案，发明了啁啾极化铌

酸锂(CPPLN)非线性晶体[Phys. Rev. Lett. 115, 083902 (2015)]。由于该晶体设计方

案能够提供多级次的宽带准相位匹配频段以及其他众多独特的优点，团队利用中

红外飞秒脉冲激光泵浦该晶体，首次在单块非线性晶体中实现了超宽带二到八次

谐波同时产生，其中 4-8 次谐波涵盖了 350-900 nm 的频谱范围，为完全相干的

超连续白光激光，能量转换效率约为 18%，为世界最好的水平。该发明极大地简

化了产生高性能白光激光的技术方案，因此入选 2015 年度“中国光学重要成果”。

最近几年，团队进一步开发利用近红外和中红外的飞秒脉冲激光与 CPPLN 相互

作用，进一步提高了输出激光的功率和频谱宽度，为创建涵盖紫外-可见-近红外

-中红外的极宽带、超连续的高功率全谱段激光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和技术

借鉴，可应用于短波光源、白光光源、超连续光源、光频率梳、超短脉冲激光等

高新技术，在照明、信息处理、激光加工、光谱分析、3D 显示和影像、环境监

测、医学、国防军事等领域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图 2. 利用 CPPLN 产生多级次、超宽带高次谐波及白光激光的实验结果。 

 

为了提高全谱段激光的性能和功效，团队基于最基础的非线性麦克斯韦方程

组，首创了能够精确处理超宽带高功率脉冲激光与非线性晶体三波混频及多波混

频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光学理论方法，可提供全谱段激光的转换效率、频谱宽度和

形态、脉冲宽度及波形等关键性的参数和信息。此外，团队还因应光学器件的微

型化和集成化的时代科技发展趋势和需求，进一步开辟了在非线性晶体亚波长薄

膜上构建非线性光学器件的新研究领域，并从最基础的非线性麦克斯韦方程组出

发，创建了能够精确处理微纳尺度上二次谐波产生等非线性频率转换过程的理论

方法体系，提供了定量化评估微纳非线性光学器件功能（相位匹配波长、转换效

率、工作带宽等等）的解析公式，为后续的实验研究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三、3D 微纳制造与人工微结构材料 

 

光、机、电、声、磁等功能器件和机器的微型化、集成化是当代科技发展和

产业进步的大趋势。近年来中国大众十分关注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就是纳米制

造的代表性典范和集大成者，产业界已经进入了 7 纳米的工艺制程，而这需要极

端先进的 3D 微纳加工和制造技术。另一个为大众所熟悉的纳米制造概念即为 3D

打印技术。通俗地说，只需要一个想法，一些材料，一台 3D 打印机，就可以把

你脑中的一切想法转化成实物。然而现在的 3D 打印制造的精确度通常为亚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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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级，最多达到微米的量级，还远远没有达到纳米的门槛。真正意义上的三维

纳米制造技术，对于纳米科技乃至众多基础和应用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仍然存

在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除了制造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界标准 CMOS 工艺和技术以外，还需要发

展其它类型的微纳制造工艺技术，以应对各式各样的材料体系和应用需求。其中

一种技术方法是基于飞秒脉冲激光双光子聚合原理的激光直写 3D 微纳打印技术，

该技术先在聚合物感光胶里面利用激光焦斑材料改性的原理，以 50nm 的精确度

写出任意 3D 几何形状和拓扑结构的微结构模板，再根据需要填充另外一种功能

材料，形成聚合物-功能材料复合微纳结构材料和器件。李志远教授和合作者利

用该技术，在微纳光子学理论设计的基础上，成功地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螺旋形微

纳结构扫描近场光学显微镜(SNOM)探针，包括分立和探针和光纤一体化的探针

[Laser Photon. Rev. 8, 602 (2014)]，如图 3 所示。在理论模拟和计算机设计的基础

上，先在聚合物感光胶里面 3D 打印出所设计的螺旋形圆锥形空心探针的模板，

再利用磁控溅射技术在聚合物探针模板的外表面蒸镀金薄膜，就形成了微纳结构

金属探针。该探针采用了新型的表面等离激元耦合、传输和聚焦的光信号和能量

传输原理，可获得高亮度（传输效率~10%），高分辨率（聚焦光斑 10-20nm），

无偏振选择性的扫描显微照明光斑，有望革新 SNOM 技术在细胞生物学和单分

子谱学上的应用。激光直写 3D 微纳打印技术拥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塑性，可应

对计算机优化实验所确定的任意复杂的微纳结构探针设计方案，予以精确的实验

制备。 



 

图 3. 利用激光直写 3D 微纳打印技术制备的各种 SNOM 探针结构的扫描电镜图，探针

底部边长 20 微米，探针高度 40 微米。（1）上图左，光滑的圆锥形探针；（2）上图中，

顶端无开孔的螺旋圆锥形微纳结构探针；（3）上图右，顶端开孔的螺旋圆锥形微纳结构

探针；（4）制备于单模光纤端面的一体化微纳结构 SNOM 探针。 

 

另外一种技术方案是基于传统的纳米加工技术如电子束刻蚀（EBL）和聚焦

离子束刻蚀（FIB），两者精确度均可高于 10nm，甚至到达 1-2nm 的极高水平。

遗憾的是，两者均为 2D 平面型的技术，必须结合逐层精密对准的技术才能实现

3D 微纳结构和器件的加工和制造，工艺过程十分繁琐冗长。2018 年，李志远教

授和中科院物理所、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团队从中国传统“拉花剪纸”中汲取新颖

的三维形变思想，发明了具有原始创新的纳米剪纸技术[Sci. Adv. 4, eaat4436 

(2018); APL Photon. 3, 100803 (2018)]。如图 4 所示，该方法基于 FIB 技术，巧妙

地利用沉积入金属薄膜的离子束所产生的晶格破坏、缺陷产生、应力释放及应变

调控，成功制备了多种形貌特异、几何结构高度复杂的 3D 微纳结构，实现了通

信波段光学超手征体的构建，在光、机、电、声、生化传感等多个领域具有重要

的潜在应用,该项成果被中外多家媒体广泛报道。 

 



 

图 4. 手工剪纸与纳米剪纸。（A,C,G）手工宏观剪纸。（B,D-F,H-J）基于 FIB 的纳米剪

纸。宏观与纳米结构的比例大小约为 10000:1。 

 

合作团队采用高剂量的聚焦离子束作为“剪裁”手段，利用低剂量全局帧扫描

的 FIB 作为“形变”手段，实现了悬空金纳米薄膜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结构的原

位变换，加工分辨率可达 50 nm 以下，为头发丝直径的数千分之一。其基本原理

是利用 FIB 辐照金膜时，薄膜内产生的缺陷和注入的镓离子分别诱导不同类型的

应力，结构在自身形貌的智能导向下通过闭环形变达到新的力学平衡态。因此通

过设计不同的初始二维图案，可以在同样的扫描条件下分别实现向下或向上的弯

折、旋转、扭曲等立体结构形变。该方法突破了传统自下而上（bottom-up）、自

上而下（top-down）、自组装等纳米加工方法在几何形貌方面的局限，是一种新

型的三维纳米制造技术。纳米剪纸技术中涉及到丰富的动力学过程，如果仅从实

验表象着手弄清其中的物理，需要海量的实验验证。为探索纳米剪纸中蕴涵的科

学思想，研究团队建立了有效的材料和力学模型，对纳米剪纸的动力学过程进行

了完美再现，并精准地预测了纳米剪纸的结果，使得结构的尝试在计算机中即可

迅速完成，为新颖结构的设计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路。同时，纳米力学结构模型还

给出了结构内部的应力分布情况，为结构的优化设计提供了有效参考。更为重要

的是，合作团队构建了“纳米力学和纳米光子学”一体化研究体系，有望可以根据

目标功能函数，对纳米剪纸进行逆向设计和机器优化，为三维智能纳米制造提供

一种新的技术方案。在应用方面，以往的宏观剪纸技术采用多道复杂工序和复合



材料，结构尺寸多在数厘米到数百微米范围，很难实现片上原位制造，其应用也

大多局限在机械和力学领域。与其相比，纳米剪纸技术拥有更小的纳米量级加工

尺度，具有单材、原位、片上可集成的优势。 

 

四、人工微结构拓扑声学和拓扑光学 

201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三位物理学家，以表彰他们在拓扑相变和

拓扑物态的理论贡献。拓扑学最早应用于凝聚态研究，拓扑绝缘体作为一种新发

现的量子物态，具有奇异的物理性质，其体电子结构为有带隙的绝缘体，但表面

或边界却为无带隙的金属态，拓扑绝缘体在自旋电子学和量子计算等方面有着潜

在的重大应用价值。2012 年，拓扑学概念的应用更是进一步延伸至光学领域以

及声学领域，开创了拓扑光子学和拓扑声学这两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为利用人工

微结构实现崭新的光学和声学功能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例如，拓扑光

子态/声子态具有与电子二极管类似的“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独特单向传输功

能，在微纳光子集成、光通信、军事等领域有广泛和重要的应用前景。另外，通

过对声子能带的设计和剪裁，构造和利用声子赝自旋和手性、谷态、拓扑等自由

度，建立人工微结构中新型声子态输运和调控的相关理论，充分利用手性声子和

谷声子这两个全新的自由度，可助力构建新型的超大信道容量的器件、高效光声

调控器件和声表面波传感器件等。近几年来人工微结构实验室致力于在拓扑声学

和拓扑光学的重要前沿领域开拓进取，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取得了多项有影响

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2017 年 10 月，以李锋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在 Nature 杂志子刊 Nature Physics

在线发表题为“Weyl points and Fermi arcs in a chiral phononic crystal”的研究论文。 

外尔费米子作为费米子家族中的一员，于 1929 年由德国物理学家外尔（Weyl）

首次提出。但随后的 80 多年里，在标准模型实验中，物理学家都没能发现 Weyl

费米子的存在。直到最近，人们才在电子和光子体系中发现外尔费米子的相似粒

子（“准粒子”）。声学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受到电子和光子的启发，声学外

尔点的研究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由于声学体系是宏观体系，声学外尔点的研

究可以把外尔点物理从微观领域拓展到宏观领域，易于实现并制成实际器件得以

应用。然而，在声学体系中，由于缺乏自旋这个内禀参量，同时难以打破时间反

演不变性，外尔点难以在声学体系中发现。尽管声学外尔点在理论上被提出，但

是由于实验的挑战性，一直没有被证实。 



 

图 5. 左图：实际样品图；右图：手性声子晶体中的外尔点和费米弧 

研究小组首次在具有螺旋结构单元的手性声子晶体中，清晰地观测到了声学

外尔点，实际样品图如图 5 的左图所示。外尔点具有不同的手征性，连接不同手

征性外尔点之间的界面态构成费米弧。图 5 右图通过理论和实验展示了不同手征

性外尔点（紫色球和绿色球）和连接两个外尔点的费米弧（白色线）。基于外尔

点的拓扑特性，该研究小组进一步研究了手性声子晶体中边缘态的传输行为。这

种手性声子晶体具有传统声波导所没有的新颖性质，例如界面上的声波对缺陷的

抗反射传播。理论计算和实验测量均发现声表面波可以绕过缺陷而传播，具有很

强的稳定性，验证了外尔点的拓扑特性。手性声子晶体的研究，既拓宽了现有的

声拓扑材料；同时，该器件晶体的优异传播特性，可望在通讯、声表面波器件等

领域得到应用。 

2018 年 10 月，Nature 杂志子刊 Nature Materials 在线发表李锋研究小组题为 

“On-chip valley topological materials for elastic wave manipulation”（用于弹性波操

控的片上谷拓扑材料）的研究论文。固体材料可支持多种弹性波模式的传输，其

中的声表面波被广泛应用于滤波器、延迟线等电子器件中。通过在固体材料上加

工某些微小结构，人们可以更加灵活地控制弹性波的传输。研究小组在本工作中

将凝聚态物理中的谷拓扑概念与弹性波体系相结合，构造了谷弹性波器件，进一

步增强了对弹性波的操控能力。谷弹性器件具备传统结构所没有优良特性，例如

弹性波的低损耗抗干扰传输。谷态指的是处在色散线极值位置的模态，电子谷态

最近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谷材料中，不同的谷态可以看作出调控波动行为

的新的自由度。我们知道，石墨烯中存在称为狄拉克锥的线性色散。谷态可由狄

拉克锥经空间对称破缺得到。由于不同谷态具有很大的动量差异，不同谷态之间

的散射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研究表明，单层过渡金属二硫化物是理想的谷电子

材料，与谷态相关的很多优越光电性质都得到了验证。 



 

图 6：(a)：硅片拓扑材料和放大照片；（b）和（c）分别表示谷拓扑边缘态的抗散射传

输和反常分流现象。 

研究小组精心设计了支持弹性波谷态传输的新型器件，创新性地采用微加工

制作工艺，在硅片上制备了打破空间反演对称的微小散射柱状阵列（图 6a 所示）。

实验表明，弹性波以边缘态的形式存在于不同拓扑相的界面上，弹性波边缘态可

以无障碍地通过芯片上拓扑相界面上的弯折和缺陷（图 6b 所示），从而实现低损

耗传输。弹性波边缘态传输的稳定性得益于拓扑谷态的保护。研究小组进一步揭

示了边缘态的反常分流现象，这种反常分流曾在石墨烯体系中被预期，如今在硅

片上的弹性波谷拓扑材料中得到了实验证实（图 6c 所示）。硅片上谷拓扑态材料

的实现，有望促进拓扑物理在微纳机电系统和声表面波器件等领域的应用。 

 

图 7. （a）声子晶体双层结构示意图；（b）双层声子晶体的谷拓扑相；（c）双层声子晶

体中的奇异声学传输行为，从上至下分别是层极化、层间振荡、层转化传输。 

2018年3月，世界著名物理学期刊《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

发表了拓扑声学团队题为“Valley Topological Phases in Bilayer Sonic Crystals”的

研究论文。能谷自由度标记动量空间中分立的能量极值，是一种有效的电子操控

手段。能谷因其易调节性，近来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到经典波体系当中，在声子晶



体和光子晶体中实现了一系列的谷极化态和手征输运现象。此前团队的研究表明，

声学谷态具有明显的涡旋特征，其自身的输运类似于自旋霍尔效应，具有相反方

向涡旋的声波会传播到晶体的两侧。具有声学带隙的二维声子晶体具有两种不同

的的声绝缘相，其界面上存在无带隙的声边缘态。这种边缘态具备大量的传统声

波导所没有的新颖性质，如对弯折的抗反射传播。由于人工晶体的宏观特性，界

面上的声波输运可以被灵活调控。最近，团队将单层声学谷态拓展到双层结构中

[图 7(a)]，利用层间耦合和散射体转角的改变，得到了双层声子晶体的谷拓扑相。

类比于电子体中的自旋陈数，层极化可作为新的赝自旋自由度来划分不同的谷拓

扑相，得到丰富的相图[图 7(b)]；具有不同谷拓扑相的声子晶体界面上存在受拓

扑保护的声边缘传输，通过对不同谷拓扑相声子晶体的组合，可以得到多种奇异

声学传输行为，如层极化、层间振荡、层转化传输等。 

在拓扑光子学领域，迄今为止，人们利用各种商业化的计算机模拟软件对各

种拓扑结构体系中拓扑光子态的电磁场传输进行了严格的数值模拟，并进行了器

件设计，进一步在物理上利用贝里曲率、拓扑陈数等数学概念对拓扑光子态进行

了诠释和归纳总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更基本的电磁学、电动力学和

光学的微观物理层面上，拓扑光子态特殊的传输行为及其背后的微观起源仍缺乏

清晰的物理图像和物理机制解释。最近，李志远教授和梁文耀副教授组成的研究

小组研究发现，在由相同陈数的磁光光子晶体组成的双向波导两侧存在一对反向

传输的拓扑光子态，进一步利用其强烈相互作用形成能量环流的物理机制实现了

新型的零群速度色散慢光效应。该结果启示拓扑光子态的相互作用蕴含着丰富的

新现象、新机理、新规律，而目前国内外对该方面的研究极少。可以预见，在拓

扑光子态的微观传输方面和相互作用导致的新颖物理现象背后仍存在一系列深

刻的基本物理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例如，拓扑光子态的物理根源是什么？

其微观传输物理机理是怎样的？拓扑光子态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及其调控机制

如何？其相互作用可导致哪些新颖的物理现象？能否利用这些物理现象设计新

型拓扑光子学器件，并发展电磁波和光子操控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小组现在

正在针对上述问题在磁光光子晶体体系中开展系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目标是澄

清拓扑光子态微观传输的若干基本物理问题，促进拓扑光子态相互作用导致的新

现象、新器件和新技术的发展，为丰富拓扑光子学领域研究内涵和设计各种新型

拓扑光子学器件提供有益的指导。 



五、结束语和点滴感悟 

我国现在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全国各阶层都在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华南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见长、理工交融

的世界一流高校，建设新工科是新时代学校快速发展的战略。人工微结构物理和

材料研究团队作为隶属于物理与光电学院的一个科研团队，秉承做“顶天立地”

的科学研究的理念，坚持物理与材料紧密结合、基础与应用融会贯通的发展战略。

“顶天”，就是要在最基础的微观层次上探究光学、电磁学、电动力学、量子物

理、声学和拓扑物理学的新概念、新思路和新方法，把目光和视野触及到物理学

最基础层次上的基本问题，孜孜不倦，甘坐十年冷板凳，力求有所感悟、有所收

获。“立地”，就是要立足当代社会实际应用的最前线，探究和开辟激光和超声信

息技术的新原理、新方法、新材料、新器件和新应用，力求在原创性核心材料、

器件和技术的创造及其走向实际应用有所感悟、有所建树。这是我们作为华工物

理人的梦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做的梦多了，没准就实现

了呢”。 

人工微结构物理与材料团队在未来的几年里，将专注于构建于人工微结构

材料和器件之上的光场、声场、光声、光机、光力、光热等多场物理及学科交叉

领域的基础物理及高新技术应用研究。团队为自己树立了几个特定的奋斗目标：

时空相干白光激光光源、高灵敏光学检测、传感和显微成像、时空分辨的单分子

物理、化学和生物分析、光力、光机、光热、光声耦合增强的超声检测和光声显

微成像、微结构增强的单光子及纠缠光子产生及量子信息处理等。这些目标的实

现，除了团队自己的努力奋斗以外，还需要广泛地联合华南理工大学的信息、材

料、化学和生命科学等多学科的同仁们，取长补短，协同创新，共同进步，促进

和推动人工微结构材料和器件的研究手段、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在更加广泛的自

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延伸和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