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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菜花(也称“罗马花椰菜”)是一种长相奇特的
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及矿物质，具有强身健体之
功效，并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有趣的是，宝塔菜花
由很多螺旋形小花组成，并以花球中心对称成对排
列，十分具有对称美。它的结构属于分形几何，蕴含
着自相似性，由于这一特殊性质，让很多科学家为之
着迷。

分形几何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研究的是广泛存
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没有特征尺度却有自相
似结构的复杂形状和现象，与旨在研究人为设计的直
线、圆、正方体等规则几何形体的传统欧氏几何不
同。在自然界中，“云彩不是球体、山岭不是锥体、海
岸线不是圆周”，分形几何无疑是一门颇有发展前途
的数学新分支学科。

自然界的众多形状都是不规则和支离破碎的。
在对这些形状的认识面前，传统欧氏几何显得苍白无
力。对于大自然的这种挑战，2000多年来，一代代数
学家为之上下求索，探寻从欧氏几何体系中解放出来
的道路。终于在1975年，曼德布罗特发表了被视为分
形几何创立的标志性专著《分形：形、机遇和维数》。
从此，一门崭新的数学分支学科——分形几何学跻身
于现代数学之林。

经过40多年的开拓和发展，分形研究不但在数
学、哲学、物理学、经济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
一展身手，甚至在电影、美术和书法等艺术领域得到
广泛应用，对现代科学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美国
物理学大师约翰·惠勒说：“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
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

由于不规则现象在自然界普遍存在，分形几何成
为描述大自然较普遍现象的一门几何学。正如中国
著名学者周海中所言：“分形几何不仅展示了数学之
美，也揭示了世界的本质，从而改变了人们理解自然
奥秘的方式；可以说分形几何是真正描述大自然的几
何学，对它的研究也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认知疆域。”

虽被誉为描述大自然的几何学，分形几何的本质
却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承认世界的局部
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或过程中，在某方面表现出与整体
的相似性。此外，与传统几何学的研究对象为整数维
数相比，分形几何学的研究对象为分数维数，如0.54、
1.26、2.78，等等——它反映了复杂形体占有空间的有
效性，是复杂形体不规则性的量度。顺带一提，分数
维数是科学家在研究混沌吸引子等理论时需要引入
的重要概念。事实上，分形几何更加趋近复杂系统的
真实属性和状态描述，更加符合客观事物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

而分形几何学的基本思想是：客观事物具有自
相似的层次结构，局部与整体在形态、结构、功
能、能量、信息、时间、空间等方面具有统计意义
的相似性，即自相似性。自相似性原理的引入使分
形理论成为研究不规则形体的有力工具。例如，一块
磁铁中的每一部分都像整体一样具有南北两极，如此
不断分割下去，每一部分都具有和整体磁铁相同的磁
场。这种自相似的层次结构，适当的放大或缩小几何
尺寸，整个结构不变——有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窥
一斑而知全豹”。

分形几何学作为当今世界十分风靡和活跃的新
理论、新学科，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世界是
非线性的，分形无处不在。这不仅可以改写对现实世
界的理解，也会加深人们对自然界中各种复杂现象的
认知。

值得一提的是，分形几何还对文化领域产生了重
要影响。例如，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分形艺术十分流
行。尤其是曼德布罗特的集合图，形成了一种文化符
号，被大量印制在文化衫、帆布包等日用品上。世界
顶级科学期刊《自然》曾评选出“2009年度十大科学图
片”，由数学“极客”丹尼尔·怀特运用计算机绘制出来
的曼德布罗特集合三维图位居第三。分形艺术中优
美丰富的图形还可以应用到各种布局设计中，如舞台
设计、园林设计、建筑设计、器型设计等。分形艺术以
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使人们认识到，这一艺术和传统
艺术一样，具有和谐、对称等美学特征。可以说，分形
几何搭起了科学与艺术的桥梁，也展示了当代文化艺
术的风貌。

(作者系英国华威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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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落幕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由我国科学家薛其坤、王亚愚、何珂、
马旭村、吕力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完成的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项目，获
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这项研究成果是世界物理学界近20
年来最重要的实验发现之一，成果将推动
新一代低能耗晶体管和电子学器件的发
展，可能加速推进信息技术革命的进程。

量子反常霍尔现象因何能成为物理
学研究皇冠上的明珠？它的发现究竟具
有怎样的科学、社会、经济意义？请听项
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
校长薛其坤怎么说。

神秘的霍尔效应家族

从1879年美国物理学家霍
尔发现霍尔效应，到反常霍尔效
应、量子霍尔效应、反常霍尔效
应量子化……科学家一步步揭
开霍尔效应家族神秘面纱

科学界对霍尔效应家族的研究由来
已久。从 140 年前霍尔效应被发现，到
2013年薛其坤团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霍尔效应家族不断增添新成员。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些成员的神秘
面纱。

通常，在普通导体中，电子的运动轨
迹杂乱无章，不断发生碰撞。而当在导体
两端加上电压后，电子就会形成沿电场方
向的稳定电流。

1879年，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如
果在通电的非磁性导体上增加一个垂直
于电流方向的外磁场，那么，导体中的电
子由于磁场的作用力，会在垂直于电流方
向的导体两端形成稳定电荷积累，这就是
著名的霍尔效应。霍尔效应在人类的日
常生活中应用十分广泛。比如，信号传感
器、汽车速度表和里程表、各种用电负载
的电流检测及开关，等等。

1880年到1881年间，霍尔又发现，在
有磁性的导体上，即使不外加磁场，也可观
测到霍尔效应——这便是反常霍尔效应。

100 年后，随着量子物理学的发展，
以及半导体技术日新月异，科学家发现，
在外磁场足够强且温度足够低时，半导体
硅中的电子会在原地打转，而其边界上会
形成不易被外界干扰的、电子半圆形跳跃
的单向导电通道——即量子霍尔效应。
在这种效应下，电子的运动几乎没有能量
损耗。

“使用计算机时，我们会遇到计算机
发热、能量损耗、速度变慢等问题。这是
因为常态下芯片中的电子运动没有特定
轨道，相互碰撞从而发生能量损耗。”薛其
坤打了一个比方，而量子霍尔效应可以对
电子的运动制定一个规则，让它们在各自
的跑道上一往无前。“这就好比一辆高速
跑车，常态下是在拥挤的农贸市场上前
进，而在量子霍尔效应下，可以互不干扰
地在高速路上飞驰。”薛其坤说。

随着霍尔效应研究进入量子化时代，
重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982 年，崔琦
和霍斯特·施特默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
应，因此获得了 1998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2005 年，科学家们又发现了石墨烯
中的半整数量子霍尔效应，斩获 2010 年
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量子霍尔效应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方
面由于它们展现了二维电子系统在低温
强磁场极端条件下的奇妙量子行为；另一
方面这些效应可能在未来电子器件中发
挥特殊作用，可以用于制备低能耗的高速
电子器件。例如，如果把量子霍尔效应引
入计算机或手机芯片，将会大大降低电
脑、手机的发热和能量耗散问题。

可能有人会问，这不意味着一场新的
信息革命吗？没错。

但是，霍尔效应实现量子化，有着两
个极端苛刻的前提条件：一是需要十几万
高斯的强磁场，而地球的磁场强度才不过
0.5 高斯；二是需要接近于绝对零度的
温度。

在此背景下，科学家们又提出了一个
设想：普通状态下的霍尔现象会出现反
常，那么，量子化的霍尔现象是否也能出
现反常？如果有，不是就可以解决外加高
磁场的先决条件了吗？

从 2008 年开始，以华人物理学家张
首晟为代表的理论物理学家，与清华大学
的祁晓亮、刘朝星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方忠、戴希等展开通力合作，从理论上预
期了实现反常霍尔效应量子化的可能性
和可能的材料体系。

矛盾的研究

要实现反常霍尔效应量子
化，所需要的实验材料必须同时
满足 3 个几乎相互矛盾的严苛
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如何让量子霍尔效应出现反常？这
是过去 30 多年里，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物
理领域最具挑战的实验之一。因为，要实
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实验材料必须同时
满足3个严苛条件。

简单来说，就是要让导体同时实现
“磁性的”“拓扑的”“绝缘的”。而这 3 个
条件之间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有磁
性，做到绝缘不容易；相反如果绝缘，磁性
很可能就消失了。“这就好比一个运动员，

既要有速度又要有力量还要有技巧，这几
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清华大学物理
系主任王亚愚说。

幸运的是，2006 年，一种新型材料
——拓扑绝缘体的出现，让全球物理学家
们看到了希望。

“拓扑绝缘体是一种新型量子材料，
它的内部是绝缘的，但在它的边界或表面
总存在导电的边缘态。”王亚愚解释说。

这种神奇材料的构想最初是张首晟
与美国另外两位科学家共同提出的。后
来，张首晟通过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清
华大学的合作，把拓扑绝缘体研究带到了
中国。

2009 年 ，张 首 晟 团 队 提 出 了 将
Bi2Se3、Bi2Te3、Sb2Te3 掺入 3d 磁性元
素，实现磁性拓扑绝缘体的方案，并做了
具体的解析计算。随后，张首晟又与方
忠、戴希开展合作，认证了该系统乃是磁
性拓扑绝缘体，是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的理想材料。

这一系列的理论工作，引起了国内外
实验物理学家的广泛关注。从此，一场轰
轰烈烈的国际竞赛开始了。

但是，要想真正在实验室制作出理想
的拓扑绝缘体材料，是一个世界级的科学
难题。薛其坤解释说，实验要求做出高纯
度的单晶材料，100万个原子中最多只允
许出现一个杂质。而且，实验要求做出极
其平整的拓扑绝缘体，材料只能是5纳米

（1纳米等于百万分之一毫米）厚，表面凹
凸1纳米都不行。

当时，国际上已有多支顶尖团队开展
相关研究，而薛其坤团队在人员、资金、经
验方面都不占优势。在此情况下，薛其坤
作为团队负责人展现出一名科学家应有
的沉着冷静——他对团队成员进行了合
理分工：自己带队去研究制作高质量的拓
扑绝缘体薄膜，王亚愚则负责反常霍尔效
应的测量。

在拓扑绝缘体研究初期，薛其坤敏锐
地意识到，拓扑绝缘体材料的生长动力学
与自己长期从事的砷化镓研究具有非常
类似的地方。材料的生长动力学是描述
如何从一个个原子的反应最后形成一个
宏观晶体材料的过程。因此，只有掌握了
材料的生长动力学，才能精确控制材料的
生长，进而精确控制材料的质量。

在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下，仅用了三四

个月，他们就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拓扑绝
缘体薄膜的分子束外延生长动力学，实现
了对样品生长过程原子水平上的精确控
制。这也帮助成功研制磁性拓扑绝缘体
薄膜迈出了重要坚实的一步。

完美的成果

在1881年发现反常霍尔效
应100多年后，中国科学家终于
实现了其量子化——而且实验
结果干净漂亮，数据完美得几乎
不可思议

生长、测量、反馈、调整……从 2009
年开始，团队围绕磁性拓扑绝缘体材料的
研制，开启了不厌其烦地重复。

团队成员马旭村回忆，实验组总共做
了超过1000次磁性掺杂的样品测量。而
在生长阶段就失败而没拿去测量的样品，
根本没人统计过。“顺利时，一周能做出5
块样品；不顺利时，一个月也做不出来一
块。”

历经不断探索和磨合，团队最终找到
了一条合理的技术路线。“这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样品生长和输运测量研究组的
紧密合作。团队成员几乎每天都通过邮
件和电话交流实验结果，每2至3周会开
展一次充分讨论，分析实验的所有细节，
并制订下一步详尽计划。”团队成员何
珂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 年，团队完
成了对1纳米到6纳米厚度薄膜的生长和
输运测量，得到了系统的结果，从而使得
准二维拓扑绝缘体的制备和输运测量成
为可能。2011 年，团队实现了对拓扑绝
缘体能带结构的精密调控，使其成为真正
的绝缘体，去除了体内电子对输运性质的
影响。2011年底，团队在准二维、体绝缘
的拓扑绝缘体中实现了自发长程铁磁性，
并利用外加栅极电压对其电子结构进行
了精密调控——至此，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所需要的 3 个实验材料苛刻条件终于全
部实现！

从拓扑绝缘体材料生长初期的成功，
再到后期克服实验中的重重难关，薛其坤
团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但实
验最终的成功与否，还要看一个标志性实
验数据——在零磁场中，能否让磁性拓扑
绝缘体材料的霍尔电阻跳变到 25813 欧
姆的量子电阻值。

奇迹出现在 2012 年 10 月的一个晚
上。薛其坤收到学生的短信：他们在实验
中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迹象！

至今，薛其坤仍然清晰记得当时激动
的心情。他当下组织团队人员设计出几
套方案，部署好下一步实验。一向严谨的
薛其坤明白，一次的测量结果并不能说明
问题，需要多次重复实验。为确认看到的
迹象就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薛其坤邀请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吕力实验组加入到
最后阶段的冲刺——他们的稀释制冷机
可以把实验温度降到30mk（比绝对零度
高0.03℃）。

实 验 数 据 不 停 跳 动 着 ，10000、
20000、25813！数据停住了！材料在零
磁场中的反常霍尔电阻达到量子电阻

（h/e2~25813欧姆）的数值并形成一个平
台，同时纵向电阻急剧降低并趋近于零，
这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特征性行为。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在美国物
理学家于1881年发现反常霍尔效应100
多年后，人类终于实现了其量子化！而且
实验结果如此干净漂亮，数据完美得几乎
不可思议。

4年多艰苦卓绝的协同攻关，薛其坤
团队克服薄膜生长、磁性掺杂、门电压控
制、低温输运测量等多道难关，一步步实
现了对拓扑绝缘体的电子结构、长程铁磁
序以及能带拓扑结构的精密调控，最终为
这一物理现象的实现画上了完美句号。

“建立新的科学理论、发现新的科学
效应和科学规律是基础研究皇冠上的明
珠。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一个基于全新
物理原理的科学效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我国独立观测到的不多的科学
效应之一，是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对人类科
学知识宝库的一个重要贡献。”薛其坤说。

揭秘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项目“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

攻克量子世界制高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微观世界的运行由量子

力学规律支配，会显示出完

全不同于宏观世界的现象。

当前，能够在宏观尺度显示

量子力学效应的量子材料是

物理学、材料科学、电子

学、量子信息等学科共同关

注的焦点，有可能会推动材

料、信息、能源等技术的革

命性发展

薛其坤院士在做试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