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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摘 要

新颖量子材料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研究

摘 要

新颖量子材料的不断发现是凝聚态物理蓬勃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之一。近年来，多种

拥有特殊物理性质的量子材料成为研究的热点，例如拓扑绝缘体、狄拉克半金属、外尔

半金属、拓扑超导体、类铁基超导体结构的Mn基稀磁半导体、线性巨磁电阻材料等等。
这些新奇物性的背后往往和它们奇特的电子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对其电子结构精确而系

统地测量具有重要的物理意义。电子结构的表征有助于理解相关物理机制，同时还能够

在制备与寻找特殊性能的材料方面提供重要的实验依据。本论文以分子束外延和角分辨

光电子能谱技术作为主要研究手段，针对大能隙二维拓扑绝缘体材料锡烯薄膜和 ZrTe5
单晶、三维拓扑绝缘体 PbTe(111)/Bi2Te3(111)异质薄膜、线性巨磁电阻材料 γ-PtBi2 单
晶、Mn基稀磁半导体 Ba(Zn0.875Mn0.125)2As2 单晶等体系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
些重要科研成果，主要结果如下：

1. 利用分子束外延在 Bi2Te3(111)上首次成功外延制备出单层的二维锡烯薄膜。高
精度的扫描隧道显微镜测量发现，锡烯薄膜中锡原子和石墨烯中的碳原子情形

不同，并不在同一水平面内，而是构成具有一定翘曲的双原子层结构。该双层

原子在水平面内的投影形成蜂窝状结构。ARPES测量的能带结构与第一性原理
计算结果符合很好。结合理论计算，我们发现位于布里渊区边界 K点处由锡的
pz 轨道构成的悬挂键极易被饱和。我们的实验结果直接从实验上证明具有低度
翘曲结构的锡烯薄膜在基底上是可以稳定存在的，为锡烯的实验研究打开了大

门。

2. 利用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在 ZrTe5 单晶材料中直接观察到一维边缘态。ZrTe5 是一
种层状化合物，在理论上介于弱三维拓扑绝缘体和强三维拓扑绝缘体之间，计算

结果强烈依赖于面外晶格常数的变化。通过在两个不同解理晶面上的高分辨能

带测量，我们发现在一个特定的晶面上只存在一维边缘态，并不存在二维表面

态，这个发现证明 ZrTe5 单晶体材料是一种弱三维拓扑绝缘体，即每一个 ZrTe5
范德华尔斯层都是二维拓扑绝缘体。我们的实验也是首次用光电子能谱直接观

测到二维拓扑绝缘体的一维边缘态。

3. 利用分子束外延制备了超薄 PbTe(111)/Bi2Te3(111) 异质薄膜。发现两者界面会
发生互混，进一步的实验发现退火有利于界面处的相互扩散。实验测得的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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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第一性原理计算的结果非常符合。这表明超薄 PbTe(∼3 层以内) 能够在
Bi2Te3(111)表面形成 (PbTe)x(Bi2Te3)1−x，是一种三维拓扑绝缘体，具有拓扑表
面态。

4. 利用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结合 STM对 γ-PtBi2 的晶体结构和电子结构进行了系统
研究。发现 γ-PtBi2具有非中心对称的晶体结构。在两个相对的解理面上，观察
到了不同的形貌结构和表面态。ARPES首次给出了高精度的三维能带色散及费
米面，实验结果和非中心对称结构晶胞模型的第一性原理计算结果非常吻合。

5. 利用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对 Ba(Zn0.875Mn0.125)2As2 的电子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测量。
由于散射截面较小，以往 x光波段的光电子能谱在费米能级附近缺乏可靠的数
据，我们的实验在真空紫外波段精细地测量了 Ba(Zn0.875Mn0.125)2As2 的能带结
构。通过与第一性原理计算结果对比，发现 Ba(Zn0.875Mn0.125)2As2体系中基本没
有电子强关联效应，总体能带宽度和 DFT计算符合很好。发现Mn的 3d电子局
域态中存在两个强度较为接近的特征能量状态，Mn和 As之间的杂化较 DFT计
算预期的要强，但Mn的局域态和 As的巡游电子能带相互作用还没有大到足够
在能谱上产生可以直接观测的能隙。如果 BaZn2As2母体单晶质量能够提高，我
们就有望通过和母体的对比相应实验结果来进一步检验理论模型。

关键词： 拓扑绝缘体 锡烯 二维材料 稀磁半导体 角分辨光电

子能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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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resolved Photoemission Spectroscopy Study of Novel
Quantum Materials

ABSTRACT

In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every new discovery of novel quantum matters always at-
tracts a lot of research interest, such as topological insulator, Dirac semimetal, Weyl semimetal,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or, Mn doped dilute magnetic semiconductor, giant linear Magneto-
resistance. Most of basic properties are originated from their electronic structure. Thus, it
is greatl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s for understanding these novel proper-
ties of materials. In this thesis, we study several kinds of quantum materials: large gap 2D
topological insulators (single layer stanene and ZrTe5 single crystal), 3D topological insulators
(PbTe/Bi2Te3(111) heterostructure film), giant linear Magneto-resistance (γ-PtBi2 single crys-
tal), Mn based diluted magnetic semiconductor (Ba(Zn0.875Mn0.125)2As2 single crystal). MBE
was used to grow thin films; Low temperature STM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topography and
atomic structure; ARPES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band structure.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
lows:

1. Single stanene films were grew on Bi2Te3(111) successfully. We confirmed its A-B
stacking and honeycomb-like atomic structure by using the low temperature STM. Also,
stanene’s electronic structure were measured by ARPES. The experimental band disper-
sion agrees well with the DFT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band near K points in Brillouin
zone is originate from the pz orbit of Sn atoms, and the dangling bonds can be easily
saturat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single layer stanene can be stable on the substrate,
which opened a door for research of stanene.

2.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ZrTe5 was studied and new edge states were observed directly
by ARPES. ZrTe5 with layered structure is proposed to be weak topological insulator
or strong topological insulator by theory depending on the lattice constant. The band
structure measured in two cleavage surfaces(ac plane and ab plane) shows that ZrTe5 is
weak topological insulator. Every single layer ZrTe5 is a 2D topological insulator. 1D
edge states of 2D topological insulators were directly observed by ARPES in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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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3. Various thickness of PbTe(111) films were grew on Bi2Te3(111) by MBE method and

their band structure were studied by ARPES.
The growing process of high quality PbTe(111) films were monitored by RHEED. Dirac
shaped band dispersions were observed in 1 ML PbTe films without annealing and in
2ML films with annealing process. The Dirac band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cal-
culated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PbBi3Te4, which indicate that inter-diffusion happened
between PbTe and Bi2Te3 films.

4.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γ-PtBi2 were studied by high-resolved ARPES experiment.
Non-centrosymmetric lattice structure was confirmed by STM and ARPES with the help
of LDA calculation. Different surface states were observed on two sides of γ-PtBi2 by
systematically photon energy dependent ARPES experiments. STM’s results supported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leavage surfaces.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optimized non-centrosymmetric lattice model. The bulk band dispersion
agreed well with the DFT calculated results. And the calculated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special quasi-2D fermi surfaces which may bring some explanation to the
previous reported exotic quantum oscillation in transport.

5.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Ba(Zn0.875Mn0.125)2As2 were studyed by ultraviolet (UV) ARPES.
Except the localized states of Mn, We suggest that the hybridization between Mn and As
orbitals strongly enhanced the density of states around -1.6 eV. No clear hybridization
gap was detected between Mn 3d states and the valence bands, which means there were
no strong correlation in this DMS system. The ARPES experiments of high quality
BaZn2As2 single crystal is needed, so we can compare the bands between Mn-doped
and undoped BaZn2As2 to check the theoretical model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opological insulator, Stanene, 2D materials, Dilute
magnetic semiconductor, Angle resolved photoemission spect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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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近些年来随着理论方法与实验技术的进步，一系列新型的量子材料被预言或发现，

如：拓扑绝缘体 (Topological Insulator, TI)、拓扑晶体绝缘体 (Topological Crystalline In-
sulator, TCI)、近藤拓扑绝缘体 (Kondo Insulator, KI)、拓扑狄拉克半金属 (Topological
Dirac Semimetal, TDS)、拓扑外尔半金属 (Topological Weyl Semimetal)、巨磁阻材料 (Giant
Magneto-resistance Material, GMR)、稀磁半导体 (Diluted Magnetic Semiconductor, DMS)、
二维材料 (2D Materials)等。这些新型的物态给凝聚态领域带来丰富的物理现象的同时，
也成为了科研工作者们探寻和发展新奇物理的重要研究平台。本论文的主要工作是通过

多种生长方式和表征手段来研究上述部分新型量子材料，主要集中在二维类石墨烯材

料、自旋电荷分离的稀磁半导体、巨磁阻材料、大能隙拓扑绝缘体这几个点。本章作为

引言将介绍一些基础概念。

1.1 拓扑绝缘体简介

通俗来说，拓扑绝缘体比普通绝缘体在体带能隙中多了一些连接导带和价带的边缘

态，而且这个边缘态只要不破坏时间反演对称性 (Time Reversal Symmetry, TRS)就能稳
固存在。当费米能级处在体能隙中的时候，费米面由边缘态构成，此时就会出现体内绝

缘边缘导电的特性。

1.1.1 从霍尔效应到二维拓扑绝缘体

霍尔效应，指的是导体中载流子在垂直于电流的外磁场作用下受洛仑兹力向两侧聚

集产生电势差，最早于 1879年由 Edwin H. Hall在研究金属导电性时发现[1]。通过霍尔

效应，可以获得载流子浓度、迁移率、载流子类型等基本物理性质。百年之后，于 1980
年，K. V. Klitzing等人在 “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MOSFET)的二维电子气中发现了整数量子霍尔效应[2]。在极低温 (1.5 K)和
强磁场 (18 T)条件下，他们发现横向电压 (霍尔电压)随着外加栅极电压 Vg增大出现一
些量子化的平台，纵向电压也出现震荡特征，如图1–1(a)所示。当然量子霍尔效应也可
以不改变栅极电压i，只通过改变磁场大小，也能观察到横向电压的量子平台及纵向电

压的震荡行为 (图1–1(d)、(e))。整数量子霍尔效应与霍尔效应的区别在于实验现象上横

i不改变栅极电压意味着二维电子气的电子总数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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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电压对磁场的响应不同：一个量子化，一个线性连续。整数量子霍尔效应与磁场中二

维电子气的轨道量子化形成分立的朗道能级[3]以及载流子浓度空间有一定起伏相关。

磁场中的二维电子气的电子受洛仑兹力做回旋运动，朗道能级之间存在大小为 ℏωc
的能隙，当温度足够低或者磁场足够大使 kT ≪ ℏωc (ωc为回旋频率)，温度导致的热激
发无法使电子跃迁到空态朗道能级，所以表现为绝缘，整个二维电子气的能带类似绝缘

体能带，如图1–1(b)、(c)。此时，朗道能级中的电子被磁场局域住，只能以磁通量子为单
位的回旋轨道中运动。实际的材料是有边界的，真实的朗道能级随空间的分布关系应如

图1–1(f)所示，在边界区域因为化学势差异使能带弯曲并穿越费米能级，导致量子霍尔
效应中真正参与纵向电输运的是材料边界的电子。按照经典的回旋轨道模型，边缘的电

子遇到边界后无法脱离出边界所以被反射回体内沿着边缘继续回旋式前进，如图1–1(g)
所示。由于磁场破坏了时间反演对称性，所以在体系两端施加纵向电流时，电子只会沿

一侧的边缘 (A)输运，如果电流反向，电子会沿另一侧边缘 (B)输运回来，而不是边缘
(A)，除非磁场也同时反向。正是因为单侧通道的电输运导致两侧边缘电荷不均衡而出
现霍尔电压，当体内的费米能级正好处在朗道能级的能隙中时，此时横向没有电流，霍

尔电压不再发生变化便形成霍尔电压平台，如图1–1(d)所示，霍尔电压平台对应着霍尔
电导的量子化：

σxy = N · e
2

h
(1–1)

其中填充因子 N为正整数。在量子霍尔效应中，边缘非常关键，边缘的存在才使输运上
能测得量子霍尔效应，如果不存在边缘，即便体内的能级再怎么量子化，输运结果也会

和普通绝缘体没有区别，也永远无法测得霍尔电压。

σxy对样品的形状、大小、载流子浓度、迁移率都不敏感，而且只能取一系列不连续

等间隔的值，说明时间反演的对称性的破缺导致了 QHE系统存在着某种守恒量。1982
年 Thouless，Kohmoto，Nightingale和 den Nijs(简称 TKNN)认为 σxy的不敏感来自 QHE
系统的拓扑不变性，定义了拓扑序参量 (第一陈数 n，First Chern number)这样一个守恒
量来区分量子霍尔态和普通二维绝缘态。量子霍尔效应中的第一陈数 n与 σxy 中填充因

子 N可以等价，可以说几个量子霍尔电导就对应体内占据的量子霍尔态的个数，可以
理解为体内费米能级以下的朗道能级个数，所以量子霍尔态对应的陈数 n为正整数，而
普通二维绝缘体中的陈数为 0i。

虽然 QHE系统有着无耗散的边缘态，但需要很大的外磁场，极大限制了应用，所
以人们期望寻找到不依赖磁场依然能够稳定存在的拓扑非平庸的物态。理论物理学家

i在时间反演操作下，二维绝缘体的陈数必须反号，那么只要满足时间反演对称，其陈数一定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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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量子霍尔效应。(a) Klitzing等人在MOFET中测得的量子霍尔效应[2]。(b)普通绝缘体能带示
意图[4]。(c)量子霍尔态电子能级[4]。红蓝分别表示空态和占据态。(d)、(e) ρxx，ρxy 随外加磁场变化
示意图及朗道能级全填充和半填充状态下对应的 ρxx，ρxy 关系。[5] (f)整数量子霍尔系统的朗道能级
随空间位置 X的关系。(g)整数量子霍尔系统边缘态的经典轨道示意图。
Fig 1–1 Quantum Hall effect. (a) The first observation of quantum Hall effect in MOFET[2]. (b) Schematic of
normal insulator’s band structure[4]. (c) Energy levels of landau quantization[4]. Red and bule lines indicate
empty and occupied states in (b) and (c). (d),(e) ρxx and ρxy as a function of applied magnetic field.[5] (f)
Energy spectrum of a clean integer quantum Hall system as a function of guiding center position X. (g)
Interpretation in terms of classical or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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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通过引入强自旋轨道耦合作用 (Spin Orbit Coupling, SOC)来替代外磁场，可以使能
带自旋劈裂实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 (Quantum Spin Hall Effect, QSHE)，即量子霍尔绝缘
体 (又称二维拓扑绝缘体)。二维拓扑绝缘体边界上存在自旋动量锁定 (相反的动量方向
上，自旋一定相反)边缘态，如果边缘态路径上没有使电子自旋反转的散射干扰，那么
电子自旋和动量会保持不变，不会发生背散射。SOC是材料内禀属性没有特定取向性，
所以体系的时间反演对称性不会被破坏。二维拓扑绝缘体系统中，自旋方向相反的两

种电子在边缘上沿着相反的方向输运，总的净电流为 0，总的净自旋流不为 0。总电导：
σxx = (n ↑ +n ↓) · e2

2h
= 0，总自旋传导 (Spin conductance)：σsxx = (n ↑ −n ↓) · e

4π
，其中

n ↑和 n ↓表示自旋极化的能带数，按自旋取向有正负之分。由于 QSHE系统边缘态总
的电导为 0，如果按照陈数的对绝缘体的描述，QSHE系统对应的第一陈数 n也可以证
明为 0，这就无法做到和普通绝缘体区分了，此时第一陈数已无法描述这种新的量子态。
假设一个系统，其电子态可以看成由两个互为时间反演态且之间无耦合的子系统组

成，分别对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的电子定义各自的陈数 (即自旋陈数，Spin Chern num-
ber)，这两个陈数之和 (即总陈数)为 0，这两个陈数之差不为零。当二维系统自旋陈数
不为零时 (或两个反号的自旋陈数之差不为 0)，系统就相应地具有自旋霍尔效应。2005
年,宾州大学的 Kane/Mele[6] 和斯坦福大学的张首晟教授研究组[7] 分别基于石墨烯和特

殊应力场下的半导体量子阱，提出了这种可以用自旋陈数来描述的自旋霍尔效应体系。

然而用自旋陈数来描述 QSHE电子态的拓扑特性有个重要的前提：上下自旋的电子态
是完全独立的，不存在耦合作用。这个在实际材料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的原子

都有自旋轨道耦合作用 (SOC )，只是强弱的问题，SOC在实际材料中普遍存在。他们
很快发现，在考虑 SOC作用后，所有自旋陈数为奇数的系统在拓扑上相互等价，所有
自旋陈数为偶数的系统也在拓扑上相互等价，当然大前提作为绝缘体必须还存在体能

隙。这样之后，就可以从拓扑上将时间反演不变的二维绝缘体分为奇偶两类，数学上就

称为 Z2 分类，其中奇数类就具有时间反演对称性所保护的狄拉克型边缘态 (二维拓扑
绝缘体)，偶数类则没有这种受保护的边缘态。2006年 Bernevig，Hughes和张首晟提出
了实验上有可能真正实现的二维拓扑绝缘体系统——HgTe/CdTe量子阱[8]，次年德国维

尔兹堡大学的Molenkamp小组在该体系中第一次观测到了量子自旋霍尔效应[9]。

1.1.2 三维拓扑绝缘体

2006 年，傅亮和 Kane 等人把拓扑绝缘体的概念推广到了三维[10]，并由普林斯顿

Hasan研究组在实验室上证实 Bi1−xSbx 是一种三维 TI[11]。2009年戴希和方忠领导的小
组和张首晟小组合作，通过计算提出了能带非常简单的三维拓扑绝缘体材料：Bi2Se3家
族[12]。之后几年，新的拓扑绝缘体不断被理论预言和实验证明[11,13–16]，在凝聚态领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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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一股研究拓扑的热潮。

对于二维拓扑绝缘体来说，表征其拓扑的 Z2不变量是上下自旋陈数之差的奇偶性；

对于三维拓扑绝缘体则需要四个 Z2不变量 “ν0; (ν1ν2ν3)”来描述，一个强拓扑数 ν0，其

余三个弱拓扑数[10,17,18]。这四个拓扑不变量可以将三维拓扑绝缘体归类为弱拓扑绝缘

体 (Weak topological insulator, WTI, ν0 = 0) 和强拓扑绝缘体两大类 (Strong topological
insulator, STI, ν0 = 1)。

图 1–2 强拓扑绝缘体与弱拓扑绝缘体的差别。(a)四方晶格的表面布里渊区投影。(b)、(c)两个Kramers
简并点 Λa = 0与 Λb = π 之间的电子结构[4,10]。(b)中 πa · πb = +1，表面态偶数次穿过费米面；(c)
中 πa · πb = −1，表面态奇数次穿过费米面。(d)拓扑序为 0;(011)的弱拓扑绝缘体在表面布里渊区中
表面态费米面示意图[4,10]。(e)拓扑序为 1;(011)的强拓扑绝缘体在表面布里渊区中表面态费米面示意
图[4,10]。(f)最简单的强拓扑绝缘体的单个狄拉克锥形能带示意图。
Fig 1–2 Difference between strong and weak topological insulator. (a) Bulk 2D Brillouin zone. (b),(c)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between .between two boundary Kramers degenerate points Λa = 0 and Λb = π.[4,10]

In (b) the number of surface states crossing the Fermi energy EF is even, whereas in (c) it is odd. (d),(e)
(001) Fermi circles in the surface Brillouin zone for weak and strong Topological insulator phases indexed
by 0;(011) and 1;(111).[4,10] (f) In the simplest strong topological insulator the Fermi circle encloses a single
Dirac point.

在三维布里渊区中，一共有 8 个时间反演不变的动量点 (Time Reversal Invariant
Momenta, TRIM)，其动量空间的位置坐标表示为 Λi(n1n2n3) = (n1⃗b1 + n2⃗b2 + n3⃗b3)/2，

b⃗i 为动量空间基矢，nj = 0, 1。每个 TRIM点的表面态都是 Kramer简并的，而远离这
些特殊点位置的能带会因为 SOC作用而劈裂退简并。在三维拓扑绝缘体中，表面态只
可能在这些 Kramer简并的动量点位置形成狄拉克点，而表面态是否会受到拓扑的保护
还要看这些不同位置 Kramer简并的狄拉克点之间的表面态是如何连接的。在任何两个
时间反演不变点 Λa 和 Λb 之间，表面态的连接方式一定在拓扑上等价于图1–2(b)或者
图1–2(c)。图1–2(b)和图1–2(c)拓扑上直接决定了表面态穿越费米能级次数的奇偶，在
不改变拓扑结构的前提下，偶数次的情况可以通过连续变换最终与能带绝缘体拓扑等

价，而奇数次无论能带怎么连续变化始终都会有一条表面态会穿越费米能级，即始终存

在金属性表面态。实验上就可以通过观测表面态穿越费米能级次数的奇偶性来判定其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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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性质，偶数次拓扑平庸，奇数次拓扑非平庸。

最简单的三维拓扑绝缘体可以由二维拓扑绝缘体层状堆叠而成。考虑边缘态通道

方向沿着 x轴，层与层堆叠的方向为 y轴，则侧面的表面布里渊区的投影应如图1–2(a)。
原先每层的一维边缘态便会在堆叠的侧面形成新的二维表面态，层与层之间的耦合比

较弱，表面态沿着 y轴色散较弱，则费米面形状应如图1–2(d)红色曲线所示，在 Λ1 到

Λ2 及 Λ3 到 Λ4 之间可以看到表面态穿越了费米能级一次，类似图1–2(c)中的情形，说
明沿着 x方向是拓扑非平庸的，而在 Λ1 到 Λ4 及 Λ2 到 Λ3 之间并没有表面态穿越费米

能级，符合图1–2(b)的情况，说明沿着 y方向是拓扑平庸的。这种层间边缘态耦合较弱
的三维绝缘体就称为弱拓扑绝缘体，对应的强拓扑序参量 ν0 = 0，图1–2(b)对应的弱拓
扑序参量为 (011)[10]。此时的侧面的二维表面态不受到时间反演对称性的保护，很容易

被缺陷等影响，在 y轴上被局域住，退化成为只沿 x轴方向的一维边缘态。关于弱拓扑
序参量，当晶面指数 (hkl)与弱拓扑序参量 (ν1ν2ν3)的差能够被 2整除 (如：Miller指数
为 (201)，弱拓扑序参量为 (001))，则该面的表面态是拓扑平庸的[19]。

强拓扑序参量 ν0的奇偶决定了表面布里渊区内包含了奇数个还是偶数个Kramer简
并的狄拉克点 (强拓扑绝缘体的布里渊区包含奇数个狄拉克点，弱拓扑绝缘体的布里渊
区包含偶数个狄拉克点)。最简单的强拓扑绝缘体的费米面应如图1–2(e)红色曲线，可以
看到在 Λ1 到 Λ2 及 Λ1 到 Λ4 之间均有表面态穿过费米能级一次，说明表面态沿着 x轴
和 y轴方向均是拓扑非平庸的，表面态构成一个完整的狄拉克锥，且自旋与动量之间保
持手性关联，如图1–2(f)，弱拓扑序参量为 (111)。强拓扑绝缘体的狄拉克锥形表面态虽
也是自旋动量锁定的，电子与非磁性杂质碰撞后虽然 180◦ 背散射不会发生，但是由于

其具有二维特性，电子的自旋和动量都可能被轻微的改变 (费米面是个环，电子的自旋
和动量的方向可以连续地改变)，所以无法构成绝对无耗散的输运。即便如此，其电子
的迁移率仍可能达到很高，那是因为自旋动量绑定时，背散射及主要的大角度散射发生

概率较小。

至此，我们可以从穿越费米能级的奇偶数次来判定表面态或边缘态的拓扑性，也可

以等价地通过表面布里渊区所包含的 Kramer简并的狄拉克点的奇偶个数来判定强或弱
拓扑性质[10]。尽管实验上很多已经发现多种拓扑绝缘体，但普遍能隙还不够大，实验上

人们还在继续寻找大能隙的拓扑绝缘体，希望为后续可能的应用探索提供良好的平台。

1.1.3 类石墨烯结构的量子自旋霍尔效应材料

2004年，Manchester大学的 Andre Geim和 Kostya Novoselov通过机械剥离的方法
获得了单层石墨烯[20]，并于 2010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石墨烯在电子传输、热传导、光
学性质、机械性能、电化学等方面表现出优异性质。图1–3(a)展示了石墨烯在 TEM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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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子分辨的图像，其原子结构如图1–3(b)所示，由 A、B两套六角密排的晶格交错形
成。石墨烯的能带结构很特殊，在动量空间的 K和 K’点具有线性色散的狄拉克锥形能
带，如图1–3(c)所示，其载流子的有效质量为 0。人们在石墨烯上发现了很多新奇物理
现象 (包括量子霍尔效应[21]，弱局域化[22]，AB效应[23]等)，石墨烯已经成为研究各种量
子现象的一个平台。

图 1–3 类石墨烯二维材料。(a)石墨烯原子分辨的 TEM图。(TEM by Berkeley’s TEAM05) (b)石墨烯
的原子结构示意。(c)石墨烯的能带结构，在 K和 K’点有着狄拉克锥形能带。[24]

Fig 1–3 Elemental Analogues of Graphene. (a) Image of graphene in TEM by Berkeley’s TEAM05. (b) The
standard honeycomb lattice of graphene, with atoms coloured according to the sublattice they occur on. (c)
Electronic dispersion of graphene.[24] The zoom shows that the dispersion relation close to the K points looks
like the energy spectrum of massless Dirac particles.

石墨烯虽然有着诸多优异的性质，但是其 SOC作用很弱，体能隙几乎为 0[25]，极

大地限制了其在半导体产业的应用，难以实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理论计算表明，类石

墨烯蜂窝状结构 (Honeycomb crystal lattice, HCL)的碳 VI族元素的单层薄膜均为二维拓
扑绝缘体[26]。碳 IV族中元素越重，其 sp3杂化作用也越强，难以形成单原子层的结构，
但是仍然可以通过衬底的束缚使单原子层结构稳定存在。2007年，Guzmán-Verri等人对
Si的类石墨烯结构进行了理论研究，Si原子无法像石墨烯一样维持在同一个原子平面，
而是形成上下翘曲的结构，这类结构被命名为硅烯 (Silicene)[27]。随后不久，蜂窝状结构

的硅原子层在 Ag(110)、Ag(111)上生长出来，如图1–3(e)，硅烯的存在被证实[28–30]，随

后又有实验发现硅烯中也存在着类似狄拉克锥形的能带，能隙为 ∼0.6 eV[30]。2014年，
锗烯也在 Au(111)和 Al(111)上被制备出来[31,32]，后来锗烯同样也被发现具有狄拉克锥

形的能带[33]。2015年，同属碳 IV族的锡烯被我们组制备出来，锡烯的体能隙超过可能
0.1 eV[34]，本论文将在第三章对该工作做详细介绍。。未来随着生长方法和材料质量的

提高，在较高温度下研究二维拓扑绝缘体中的一维电子传输有望取得快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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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稀磁半导体简介

稀磁半导体 (Dilute Magnetic Semiconductor, DMS)指的是非磁性半导体中阳离子被
掺杂的过渡金属族元素替代而形成的铁磁性半导体，同时具备了半导体和磁性的性质，

在自旋电子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35–41]。

制备稀磁半导体的困难在于磁性元素 (如Mn、Co、Cr等)在 III-V族和 II-VI族半导
体中的固溶度很低 (相比 IV族半导体要高一些)，掺杂比例较少则很难表现出磁性。稀
磁半导体的研究已经有半个世纪，II-VI族半导体中掺磁性元素形成的 DMS掀起了该领
域的研究热潮，但目前其中的磁性机理仍有较大争议[36,37,40,42]，各种实验结论也很不明

朗。II-VI族半导体磁性掺杂并不会引入价电子，所以导电性很难调控成 p型或 n型，而
上个世纪 90年代初，III-V族 (如 InAs，GaAs等)为母体掺 Mn的 p型稀磁半导体将铁
磁温度 (Curie Temperature, Tc)提升到 ∼170 K[43,44]，DMS再次成为热点，随后随着掺杂
浓度达到 12%，Tc 进一步提高到 200K[15,45,46]。稀磁半导体真正意义上能应用，还需要

铁磁转变温度达到室温才可能实现，而 GaAs系列材料中磁性掺杂导致的自旋与空穴的
引入是同时的，这给单独研究自旋或者载流子对铁磁性的贡献带来困难。近年来，新型

稀磁半导体如 “111”型 Li(Zn,Mn)As、Li(Zn,Mn)P，“122”型 (Ba,K)(Zn,Mn2)As2，“1111”
型 (La,Ca)(Zn,Mn)SbO等被制备出来[47–58]，对母体通过掺杂磁性元素实现自旋的掺杂从

而引入局域磁矩，同时再掺杂不同价态的金属元素实现电荷/空穴的掺杂从而引入载流
子，最终达成了稀磁半导体中自旋、电荷的分离调控，这将为磁性机理的探究带来新的

研究契机。

本论文第七章的研究对应于母体为 BaZn2As2的新型稀磁半导体中 “122”型。

1.3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

本论文基于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结合材料生长对几种量子材料开展了研究。

• 探寻大能隙二维拓扑绝缘体：成功制备了锡烯薄膜并对其原子结构和电子结构进
行了系统研究；ARPES实验直接观测到了 ZrTe5的边缘态，证明其为弱拓扑绝缘
体；发现 Bi2Te3/PbTe界面发生扩散形成 (PbTe)x(Bi2Te3)1−x拓扑相。

• 新型稀磁半导体的电子结构研究：通过 UV-ARPES表征了 Ba(Zn0.875Mn0.125)2As2
的能带，除了本身电子结构和-3.5 eV处的Mn(3d)局域态之外，新的一条位于-1.6
eV的局域态被发现。表面掺 K实验未获得能隙大小但发现了 Stark效应的迹象。

• 不饱和线性巨磁阻材料 γ−PtBi2的电子结构研究：理论和实验上确定了 γ−PtBi2
非中心对称的层状结构，同时用 ARPES 表征了两个表面的电子结构，发现了
γ−PtBi2存在特殊角度的管状费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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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实验技术与原理介绍

2.1 晶体生长

本论文涉及的晶体材料包括块体材料和薄膜材料，本节将从这两种材料的制备方面

简单介绍下相关的晶体生长方法。

2.1.1 单晶体材料的生长

图 2–1 (a)布里奇曼-晶体生长方法结构示意图[59]。(b)用改良的布里奇曼法获得的 Bi2Se3 单晶和真
实刻度对比的实物图[5]。

Fig 2–1 (a) Schematic of Bridgman method[59]. (b) A piece of Bi2Se3 single crystal with scale[5].

生长晶体块材的方法有很多，本论文工作中涉及到的主要有：助熔剂法和熔体法。

助熔剂法[59,60] 是将组成材料的原料在高温下溶解到熔点较低的助熔剂中，使形成饱和

溶液，然后再通过降温减小溶解度来析出晶体或者通过蒸发、分离溶剂等手段来使熔融

液达到过饱和状态最终析出晶体，如果整个过程都保持熔融液处于过饱和状态，那么晶

体就可以持续不断析出长大。拓扑绝缘体 (Topological Insulator)材料如 Bi2Te3、Bi2Se3
可以通过此法过量配比的 Te(Se)当成自助溶剂来生长单晶。熔体法[59,60]，顾名思义，就

是结晶固体熔化成为熔体，当熔体温度低于熔点的时候，熔体就开始凝固成固体 (一般
为多晶，通过控制降温的速率和特定温度的维持时间可以优化晶体的生长)，整个过程
从原子或分子随机堆积到慢慢转变成有序堆积。熔体法根据操作方法的不同有很多细分

类，本论文涉及的是其中的坩埚移动法，又称布里奇曼法 (Bridgman Method)[61,62],其生
长过程结构如图2–1(a)所示。Bridgman法就是让熔体处在垂直放置的坩埚中，高温区的
温度降到稍高于熔化温度，然后下降坩埚使底部慢慢进入低温区，经过多晶竞争生长淘

汰，底部首先凝固形成单晶，自下而上慢慢凝固，直到熔体完全凝固，晶体生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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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操作简单，生长的晶体尺寸一般在 10mm左右 (和坩埚尺寸有关)。图2–1(b)即
为用该法生长的 Bi2Se3单晶，可以看到解理面亮如镜面，证明单晶质量非常好。本论文
工作中用做衬底的 Bi2Te3和 Bi2Se3也大部分通过这种方法获得。

2.1.2 分子束外延单晶薄膜材料的生长 (MBE)

图 2–2 (a)分子束外延生长腔[63]。(b) Knudsen-Cell热蒸发源实物图[5]。(c)电子束蒸发源实物图[5]。(d)
K-Cell或 E-beam蒸发源结构示意图。(e) K-Cell热蒸发源的原理示意图。(f) K-Cell热蒸发源内部实
际的加热丝的结构[64]。(g)碱金属释放剂 (SAES getters)。(h) E-beam蒸发源的原理示意图。
Fig 2–2 (a) Schematic of MBE chamber[63]. (b) Image of a Knudsen Duffusion Cell(K-Cell)[5]. (c) Image of
a electron beam(E-beam) evaporator[5]. (d) Schedule drawing of K-Cell or E-beam evaporator. (e) Schematic
diagram of K-Cell. (f) Structure of heater wire in K-Cell[64]. (g) Alkali metal SAES getters. (h) Schematic
diagram of E-beam evaporator.

目前分子束外延 (Molecular Beam Epitaxy, MBE)技术在科研和工业领域里有着非常
广泛的应用。MBE工艺最早是由美国贝尔实验室的 J.R.Arthur和华裔科学家A.Y.Cho(卓
以和先生)发明的[65–69]。实验上制备薄膜材料的手段有很多，如化学气相沉积 (Chemical
Vapor Depostioin, CVD)、脉冲激光沉积 (Pulsed Laser Depositioin, PLD)等，但是MBE在
高质量单晶薄膜的生长和结构高精度操控方面有着其他方法不可比拟的优势。很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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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材料里很难实现的异质结、超晶格等量子结构，通过MBE可以轻易地实现。MBE的
基本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在超高真空的环境中 (一般真空度量级约为 1×10−10 Torr)，加
热蒸发源内的高纯度单质或化合物，使达到饱和蒸汽压条件并脱离蒸发源的分子或原

子沉积到单晶衬底表面，并在热动能的驱使下吸附、迁移、成核或反应，最终形成单晶

薄膜。本质上，分子束外延是一个非平衡的动力学过程，所以这个性质也成就了它最突

出的优点：通过MBE可以制备一些在热平衡状态下难以制备的高掺杂晶体，这也成为
科学家们对材料性质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同时，由于生长环境的超高真空，其引入杂

质的概率非常小，往往能获得非常纯净的单晶薄膜。再者，蒸发源的温度可以人为的操

控，因此，MBE可以控制生长薄膜厚度达到一个原子层级别的精度。正是由于这些优
点，MBE成为了现在生长和研究新兴材料性质不可或缺的利器。

现实中的MBE设备一般由真空腔，蒸发源，样品操作台三部分组成，有时候会配
备反射式高能电子衍射仪 (RHEED)来监控生长速率和薄膜质量。其一般的装置示意图
如图2–2(a)所示。整个生长过程都在超高真空 (∼ 10−10 Torr)中实现，此时气体分子的
平均自由程可以达到 ∼ 10 m的量级，非常有利于热蒸发出来的生长原料的扩散，在到
达衬底之前，分子束在前进过程中几乎不受其他气体分子的碰撞。定量的分析下分子束

流 J，由公式推导[70]可得：

J =
x
ν̄,Ω

n(P, T ) dν̄ dΩ =

√
2

8
√
π
· S · cos θ

L2
· P√

mKBT
= C · P√

T
(2–1)

默认衬底在蒸发源喷射方向的路径上，公式2–1中，L是蒸发源坩埚口到衬底之间的直
线距离，θ是蒸发源口指向方向和衬底法线的夹角，S 是坩埚口的面积，m为生长原料

的分子质量，P 为原料的饱和蒸汽压和 T 是蒸发源内的温度。显然，对于一个确定的

MBE系统来说，C 是个近似常数，决定束流的变量只剩饱和蒸汽压和温度。对于不同
原材料，可以查对应的文献可知道 P 和 T 的关系曲线，可以大致估计需要多少的温度

才能有可观的分子束流。实际蒸发源真正的束流大小可以通过 RHEED、STM等方法精
确地定标得到。

目前实验室使用的蒸发源主要有两种：努森扩散炉 (K-Cell,如图2–2(b))和电子束蒸
发源 (E-Beam,如图2–2(c))。初看两者在基本设计结构上比较接近 (图2–2(d))，都具有防
灯丝热辐射的水冷隔热罩和用于电流或高压的电极，但是加热原理和适用范围还是非常

不一样,K-Cell是通过电阻丝 (钨丝或者钽丝)阵列直接接触式加热或者热辐射形式加热
来获得高温，E-Beam是通过高场下加速的电子束流轰击正极处的原材料获得局域的高
温，其内部构造原理分别如图2–2(e)和 (h)所示。K-Cell主要有加热丝，坩埚组成，灯
丝加热效率并不是非常高，很多热量其实通过热辐射损失掉了，所以一般会在灯丝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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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f))之外包裹多层钽薄片来反射热辐射提高热效率，而坩埚的厚度及材质也会影
响加热效率和极限温度，一般坩埚材质有氧化铝 (Al2O3)，热解氮化硼 (PBN)，钼 (Mo)，
钽 (Ta)，钨 (W)等等，坩埚的选择必须根据生长原材料的性质来综合考虑。K-Cell比较
合适的生长温度在 1000◦C以下，我们用 K-Cell尝试过成功生长出来的原材料有：Ag、
Au、Bi、In、Mn、Pb、PbTe、Sb、Se、Sn、Sr、Te及一些有机分子 (如 FePC、CuPC、碳
长链分子、碳链和苯环组合类分子等)。其中 Au可能需要二级加热的裂解源才能比较容
易生长出来。E-Beam由于其高压可调、灯丝电流可调的关系 (实现了控制轰击原料的电
子能量和数量)，具体可实现的生长温度甚至超过 2000◦C，并且可以通过顶部的离子收
集端产生的微弱电流来估算生长束流大小，所以对于W、Mo、Nb、Fe之类的有着较低
饱和蒸汽压的材料，可以制备成块状或柱状，用 E-Beam蒸发源实现生长。
当然，之前所列举的材料常温下都是固体，对于一些非常规的，比如像常温下是气

体 (N2、Cl2、H2、O2 等)、液体及易升华的固体可以通过使用漏阀引入 MBE来实现生
长，或者比较活泼易反应变质的材料 (碱金属、碱土金属)可以使用特殊的装置来蒸发
(图2–2(g))。特殊情况，对于碱土金属 (比如：锶 Sr),也可以使用 K-Cell，只是需要在真
空或者惰性气体环境中完成原料的填充和封装，并尽可能少的接触大气环境。

粗糙地分类，薄膜的外延生长模式一般有三种[71]：岛状生长，层状生长和岛层状生

长。想要生长出高质量的晶体薄膜，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衬底及控制衬底的温度。每种

材料都有适合自己的生长条件，一般而言，如果生长温度偏低，则非常容易形成三维的

岛，如果温度偏高，则又可能形成面内的多晶相或压根长不上 (原材料分子或原子在衬
底表面的脱附率大于等于吸附率)。材料本身的表面能也会对生长温度有很大影响，一
般表面能越大，生长温度就需要尽量低，有的甚至需要制冷 (如 Pb、Bi、Sn、K等)。通
过调节各个蒸发源速率和速率比例及衬底的温度，可以使薄膜的生长达到最优化,即便
在生长过程中没有控制好条件，生长结束后，对于某些材料依然可以通过退火 (anneal,
保持衬底在特定的温度并持续一定的时间)再次获得平整的表面。总之，MBE的生长是
需要不断尝试和积累实践经验的，做好调研，敢于多尝试是做好生长实验的前提。

2.2 反射式高能电子衍射 (RHEED)
在分子束外延设备中，一般通过反射式高能电子衍射 (Reflective high energy electron

diffraction，RHEED)来监控外延薄膜的生长。RHEED主要结构有三部分：电子束枪，掠
入射角度的样品台，荧光屏。其工作本原理为电子衍射，前后分别利用了电子的粒子性

和波动性：先将电子在电子枪中加速并聚焦，加速场一般为 15 keV ∼ 30 keV，从电子
枪中出射的高能电子以角度 2◦ ∼ 8◦ 掠入射到单晶薄膜表面，晶体晶格周期就相当于光

栅，电子物质波发生强烈的布拉格衍射，通过荧光屏接收电子，显现出电子的衍射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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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RHEED衍射原理及衍射斑亮度震荡的示意。(a)、(b)、(c) RHEED衍射的三个不同视角[72]。(d)
用 RHEED条纹的亮度震荡来监控薄膜生长速率的基本示意
Fig 2–3 (a),(b),(c) The basic physics of RHEED. (d) MBE deposition speed monitored by real-time RHEED
oscillation.

最终被 CCD拍摄记录。从衍射图样的形状和亮度变化上可以分析和监控薄膜生长情况。
图2–4(b)中展示了典型的 Si(7× 7)重构的 RHEED衍射图样，除了很强的 (1× 1)点阵，

之间还有 (7 × 7)重构的点阵，所以 RHEED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表面的结构特性，通过
转面内角度，还能判定晶体的高对称方向。

图2–3主要集中展示了 RHEED 的衍射图样的形成原理及衍射班亮度变化的机理。
我们进行简单推导，首先由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波长 λ = h/p得到电子的波矢：

k⃗ =
2π

λ
· e⃗k =

2π

h/p
· e⃗k =

2π

h
p⃗ (2–2)

由布拉格衍射公式，得到波长与原子层厚度之间的关系，获得了衍射角度：

2d sin θ = nλ (2–3)

所以，有图 (c)中的几何关系，可以到荧光屏上中央点阵的高度位置：

L1 = D · tan θ ≈ D · sin θ (θ is small) (2–4)

在 RHEED监控中，其实人们更加关注点阵之间水平距离，即图2–3(c)中的 L2，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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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直接和固体面内的晶格常数相关，通过监控宽度变化可以知道生长样品的晶格常数变

化。固体表面的面内周期性在倒易空间中表现为一系列周期性竖线发生衍射的条件需要

满足入射波矢大小和出射波矢大小一样，也就是说考虑电子衍射是弹性散射，那么只有

在 Ewald球面上的倒易点阵才能发生衍射，由图2–3(a)可知：

φ ≈
|g|||
|⃗k|

(2–5)

g|| 为面内晶格的平行荧光屏方向的倒易基矢 |g||| = 2π/a, (a is lattice parameter in plane)，
如果电子束打在样品上的点到荧光屏的距离设为 D，则有：

L2 ≈ D · φ =
D

|⃗k|
· 2π
a

(2–6)

图 2–4 Si(7× 7)的 RHEED衍射点阵。
Fig 2–4 RHEED pattern of Si(7× 7).

由此可知，如果电子的加速电压一样，样品和荧光屏距离及掠入射角度不变的情况

下，RHEED的条纹之间的距离和晶格常数是成反比关系，通过对比前后条纹宽度的变
化，可以计算出相应晶格常数的变化，这种方法的精准度非常高，误差一般小于 0.1%。
RHEED的衍射图样实际上是样品倒易空间点阵沿着面内方向的投影。
除了点阵的位置信息之外，还可以利用其点阵的亮度信息，在层状生长的模式下，

随着生长厚度的不一样，表面的平整程度会不同，这就导致了电子发生漫散射的程度不

同，所以表面非常平整时候，衍射点阵的亮度最高，反之，生长到半层的时候，表面是

最粗糙的，所以衍射点阵的亮度下降，一部分电子被漫散射损失掉了。图2–3(d)中展示
了晶体表面的平整程度和 RHEED衍射点阵亮度之间的关系，通过亮度的周期性变化，
可以得到 MBE生长薄膜的速率信息，并精确控制生长材料的厚度。在 RHEED的帮助
下，能大大提高MBE实验生长条件摸索的效率及薄膜材料厚度调控。
总之，对表面高度敏感的 RHEED是表面结构表征中不可或缺的实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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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超高真空扫描隧道显微镜 (UHV-STM)
扫描隧道显微镜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 STM)是由 IBM的G. Binning和H.

Rohrer等人在 1982年研制成功的[73,74]，是表面物理、生命科学等领域重要的研究手段。

2.3.1 STM的基本原理

2.3.1.1 隧道效应

图 2–5 (a)经典物理中的粒子运动[75]。(b)量子力学中粒子有几率穿过势垒[75]。(c)金属-真空-针尖隧
道结 (一维)[76]。
Fig 2–5 (a) The movement of particles in the classical physics. (b) Tunnel effect of a quantum object[75]. (c)
Tunneling process between the tip and sample across a vacuum barrier of width d and height[76].

STM的基本原理是量子力学中的隧穿效应。在经典物理中，能量小于势垒的粒子
是永远无法穿越势垒的 (图2–5(a))，但在量子力学中，对于有限高的势垒，即使能量小
于势垒，粒子依然是有几率能穿越势垒 (图2–5(b))，这就是量子隧穿效应。

在实际 STM 中，当针尖与导电样品的表面距离非常接近的时候i，不需要外加能

量，针尖和样品中的电子分别就有几率克服真空势垒相互跃迁。当 STM没有施加外电
压时，针尖与样品间有隧道电流，但此时双向的跃迁几率是一样的，所以并没有净的电

流；当开始施加了外电压 V 时，针尖与样品间的电子隧穿的几率就不一样了，这时候就

会有净的隧道电流产生，并且该隧道电流依赖与样品与针尖的空间距离 d和外电压 V。

图2–5(c)就是一个在偏压 V下，针尖与样品间隧穿的示意图。STM的隧穿电流随间距 d

变化非常敏感，所以微小的距离起伏都能从隧穿电流的大小上反映出来，实际 STM纵
向的分辨率可达 0.01 nm。
下面从一个简单的一维隧道效应模型引出 STM的直接观测量：隧道电流 (Tunneling

current)。一维情况在电势场 U(z)中的电子波函数 ψ(z)满足薛定谔方程：

i一般为几个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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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ℏ2

2m

d2

dz2
ψ(z) + U(z)ψ(z) = Eψ(z) (2–7)

当电子能量 E 小于势垒 U(z)时，方程2–7有解：

ψ(z) = ψ(0)e−κz (2–8)

其中，κ =

√
2m(U−E)

ℏ 。由此可见，波函数能量与势垒的差决定了波函数随距离衰减的衰

减项，电子的波函数会在真空中快速衰减。若两个电极靠得足够近，两者的波函数就会

在衰减至零前跨过真空势垒，进入对方。对于 STM中的样品-真空-针尖隧道结，真空势
垒的大小等于样品表面的功函数 (work function) U = ϕ。只要在样品与针尖之间外加一

个偏压 V，样品中能量在费米面 EF 以上 eV 能量区间的电子就会进入针尖，得到一个

净电流，也就是隧穿电流 (如图2–5所示)。
一般来说，人们只关心费米面附近的能级，因此外加的偏压可以认为远小于功函

数，即 V ≪ ϕ。在这个近似下，可以将衰减常数 κ写成：

κ =

√
2mϕ

ℏ
= 0.51

√
ϕ(eV )Å−1 (2–9)

而距离样品表面 z = W 处且能量为 En的电子波函数 ψn(W )可以表示为:

ψn(W ) = ψ(0)ne
−κW (2–10)

隧穿电流的大小 I 就可以表示为：

I ∝
EF∑

En=E−eV

|ψn(W )|2 =
EF∑

En=E−eV

|ψn(0)|2 e−2κW (2–11)

因此，当样品和针尖之间的距离 d(即W )发生改变，隧穿电流就会发生变化。衰减常数
的大小一般在 κ ≈ 1Å−1，因此W 发生几个 Å的变化就能够在隧穿电流 I 上获得很大响

应。而 STM就利用 I 与W 的关系获得样品表面的形貌信息。

2.3.1.2 局域态密度与扫描隧道谱

从隧穿电流与样品电子波函数之间的关系 (公式2–11)中可以看到，隧穿电流 I 与

电子的态密度 ρn(W ) = |ψn(W )|2 有直接的关系。而 Binnig等人在设计 STM之初就期
望通过这个隧穿电流获得样品表面具有空间分辨的态密度信息。为此，他们建立了把样

品与针尖分开考虑的隧穿模型，并且引入了隧穿矩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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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ℏ
2m

∫
z

(χ∗∂ψ

∂z
− ψ∗∂χ

∂z
)dS (2–12)

则电子从能级 Eψ 隧穿到能级 Eχ的概率为：

W =
2π

ℏ
|M |2 δ(Eψ − Eχ) (2–13)

现在对所有的能级积分，并且考虑在有限温度 T 与外加偏压 V 时的隧穿电流[77]：

I =
4πe

ℏ

∫ ∞

−∞
[f(EF − eV + ε)− f(EF + ε)]ρs(EF − eV + ε)ρT (EF + ε) |M |2 dε (2–14)

其中，f(E) = {1 + exp[(E −EF )/kBT ]}为费米分布函数，而 ρs(E)与 ρT (E)则分别为

样品与针尖表面的态密度。

下面来做一些近似：若设备能量分辨率差于温度展宽 kBT，则费米分布可以变为阶

跃函数 (step function)，那么隧穿电流 (公式2–14)中的积分上下限就会变成从 ε = 0积分

至 ε = eV。进一步假设隧穿矩阵元M 在这个积分区间内不变，就能获得隧穿电流 I 是

样品态密度与针尖态密度的一个卷积：

I ∝
∫ eV

0

ρs(EF − eV + ε)ρT (EF + ε)dε (2–15)

这个结果说明在 STM当中样品与针尖的地位是对称的，所测得的隧穿电流是由样品性
质与针尖性质共同决定的。为了利用隧穿电流直接获得样品的态密度信息，就需要对针

尖做一些调控，使其轨道成为一个 s波轨道，在测量范围内态密度几乎不变，这样隧穿
电流 (公式2–15)变为：

I ∝
∫ eV

0

ρs(EF − eV + ε)dε (2–16)

对其求偏压 V 的导数，则得微分电导：

dI

dV
∝ ρs(EF − eV ) (2–17)

由此可见，隧道电流的微分正比于样品表面的局域态密度。通过测量微分电导就可以得

到样品表面局域态密度 (LDOS)随能量的变化关系，这就是扫描隧道谱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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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角分辨光电子能谱 (ARPES)
很多固体的物理宏观性质都取决于其电子结构 (能带色散i)。绝缘体，导体，半导

体，超导体等行为均可以从能带上轻易地区分出来。一般固体中的电子数量在 1023 量

级ii左右，如果你知道每个电子的行为，整个的电子结构你也就知道了，但目前而言这

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一般在凝聚态中说的固体更多都是指晶体，因为晶体中原子是周

期性排列的，有了周期性边界条件才能较方便地求解薛定谔方程。理论上能通过各种近

似方法去求解电子波函数的薛定谔方程获得电子的一系列动量空间位置对应的能量本

征值，用尽可能多的点，去描绘出能带的散射。当然，早期的能带论是建立在单电子近

似的模型基础上，实际真实的能带往往更加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也会更多。1974年第
一台角分辨光电子能谱 (Angle resolved photoemission spectroscopy, ARPES)被实验验证
可以测量材料内部的电子结构信息[78,79]。随着技术发展及设计上的优化，角分辨光电子

能谱的仪器分辨率和电子收集效率大大提高，仪器更新换代也非常迅速，人们真正开始

步入直接观测电子结构的时代。由于其具有简单直观的特点，为实验验证理论大大提高

了效率和准确性，ARPES正越来越成为凝聚态物理学中的研究新型材料的重要的手段。
本小节主要讲述了角度分辨的光电子能谱的一些基本原理及相关分析。

2.4.1 基本原理

2.4.1.1 光电效应

角分辨光电子能谱 (ARPES)是基于光电效应的实验技术：一束光照射到样品表面，
当入射光频率超过某一阈值，样品表面会有电子逃逸出来，这些激发出来的电子简称光

电子，整个现象称为光电效应 (示意图如图2–6(a)所示)。最早是赫兹 (Hertz)于 1887年
发现了光电效应[80]，后来爱因斯坦在普朗克量子概念的影响下，于 1905年成功用光量
子进行解释[81]：当光入射到样品表面时，样品中的电子和光子发生非弹性碰撞，吸收光

子的能量，克服逸出功，从表面逃逸出来，此时电子能具有的最大动能为 Ekin = hν−Φ。

早期的功函数 Φ是通过如图2–6(b)所示的原理测得的，因为最大的动能的电子只可能
来自费米能级附近的能级 (费米能级即为绝对零度下电子填充的最高能级)，通过施加减
速电压，使最大动能电子也无法到达另一极，这样光电流就刚好为 0，再通过一系列的
入射光子频率能获得一系列对应的截止电压，做出如图2–6(c)所示的直线，有这样的关
系 e · U = Ekin,max = ℏω −Φ，反向延长线与 U 轴交点即为 Φ/e。对于一般的金属而言，

实验上测得的功函数普遍在 3至 5 eV。

i电子在固体里表现出来的能量和动量的色散关系的统计。
ii阿伏加德罗常数 NA 的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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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a)光电效应示意图[82]。(b)早期的光电实验示意图。光源通过光栅选频成单色光，然后入射
到碱金属 (Na,K)上，并通过施加减速电压来测量光电子的能量[83]。(c)入射光频率和减速电压的关
系曲线图[83]。
Fig 2–6 (a) Schematic of Photoelectric effect[82]. (b) Light is sent through a prism monochromator and im-
pinges on a film of an alkali metal (Na, K). The energy of the photoemitted electrons is measured by applying
a retarding voltage[83]. (c) A plot of the retarding voltage U needed to make the current disappear as a function
of the frequency ω of the light is a straight line[83].

光电效应中，光电子主要都从样品表面入射光斑所处的位置逃逸出来，并以光斑为

中心，呈辐射线状分布出射出来，每个立体角方向内理论上都有光电子，并且能量也会

有不一样，但是这些能量和方向不是随机的，是和电子在固体里面所处的能带位置是一

一对应的。通过收集出射光电子并测量其能量和动量，就能知道所测电子的能量和动量

的色散关系，收集所有立体角内所有电子，就能知道全部的能带信息，但是，实际上不

需要这么做，只需要收集一定角度 (覆盖了一个布里渊区，BZ)的电子就可以了。接下来
从如何测量收集到电子的能量和动量两个方面来介绍光电子能谱的实验设备工作原理。

这里假设了所有出射的光电子之间没有相互作用，都是自由的，且不考虑相对论效应。

2.4.1.2 光电子能谱的电子能量分辨

我们都知道运动的带电粒子会在磁场或电场中偏转，相同运动方向的带电粒子会因

为能量不同偏转半径大小也会不一样，所以，可以通过对收集的光电子施加外磁场或电

场来区分不同能量电子。当然人类对于磁场的控制远远不及对电场的控制，磁场会涉及

到磁滞和剩磁等问题，所以光电子的能量分析器一般选用电场来对电子能量进行区分，

而且电场也会更加安全。关于实验装置的设计上，早期的能量分析器就是个改造的平行

板电容，称为平面镜像分析器 (Plane Mirror Analyzer, PMA)[83], 其原理图如图2–7(a) 所
示。平行板电容器之间加电势差为 V ,正极板有一入射孔和出射孔，间距为 L0。电子通

过入射孔进去恒定的电场区域，然后只有符合特定角度和特定能量的电子才能刚好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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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a)平面镜像能量分析器原理示意图[83]。(b)半球形能量分析器原理示意图[83]。
Fig 2–7 (a) Schematic of plane mirror analyzer[83]. (b) Schematic of spherical deflection analyzer[83].

出射孔出来。满足该条件的电压 V = (2E0d/eL0)sin(2θ)，如果固定入射方向与平行板

夹角 θ，通过改变平行板电容的电压就能分别收集不同能量 E0 的电子了。为了进一步

提高能量分辨率，同样的思路，但是能量分析器不再是两块平行板，而是两块同心的电

容板，此被称为半球形分析器 (Spherical Deflection Analyzer, SDA)[83]，如图2–7(b)所示。
入射电子沿着内外板中心区域偏转到出射口。一般收集的电子在进入能量分析器之前，

还会经过一个减速场，这样让电子能量降低，既能提高后续能量分辨率又能使分析器在

安全电压范围内尺寸尽量小。目前的光电子能谱仪的能量分析器构造都会选择后面的方

案。一般对于能量的分辨率需要达到几个 mV才能满足目前科研工作者的需求。在实际
实验操作中，往往需要标定仪器的能量分辨率，这个也是判定一台能量分析器好坏的标

准，一般先对样品的温度用热电偶定标 (样品一般为金 Au或者 Cu等多晶金属)，然后
测出相应温度下费米能级附近的态密度，并通过与对应温度的费米狄拉克分布的展宽来

比较得出大致的仪器能量分辨率。

现在知道如何区分能量之后，就可以把之前的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方程进一步细化

一下，可以写成：

Ekin = hν − |EB| − Φ (2–18)

其中 Ekin是出射电子的动能，hν为入射光子能量，EB 是固体中电子的束缚能，Φ为样

品表面功函数，一般习惯上将费米能级位置设为零点，所以束缚能一般都显示为负数。

图2–8展示了光电子能谱与固体中电子的能带结构之间的关系，固体中电子吸收光子能
量提高 hν，克服表面逸出功 Φ后离开固体进入真空，然后被能量分析器探测到。

由图2–8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信息：固体中费米能级以上虽有能带，但是属于并没
有电子占据的空态，所以自然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光电子出来，所以光电子能谱测量的永

远是占据态；固体中的单条能带的能量宽度一般非常的窄，尤其是芯能级 (Cor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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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固体内部的能级结构和光电子能谱之间的关系[83,84]。
Fig 2–8 Relation between the energy levels in a solid and the electron energy distribution produced by photons
of the energy ℏω[83,84].

几乎是个 δ函数，但是测出来的光电子能谱有一定展宽，这是因为电子是费米子，遵守

费米-狄拉克分布的统计，在有限温度下，自然就有温度的展宽，同时仪器本身分辨率、
入射光的频率展宽、样品内部电子间的关联性等也会造成实验测得能带的展宽；费米能

级之上还有一个真空能级，固体中的电子要想变成自由电子到真空里去，必须穿过这样

一个真空势垒，大小为功函数 Φ。

2.4.1.3 光电子能谱的功函数及探测深度

功函数的物理意义是材料与真空界面因对称性破缺产生的势垒。一般室温远不足

以让费米能级处电子的温度展宽 2ln(e− 1)KBT 能够到达功函数的大小，如果没有功函

数，费米能级的电子就可以不需要外部能量给予激发就可以自由脱离晶体，这显然是不

合理的。功函数大小的因素非常多，如温度、真空度、界面的粗糙程度、界面晶面取向、

缺陷和吸附、接触界面的材料种类等。在光电子能谱中，一般指代的功函数是一个包含

仪器在内的综合结果，能量分析器本身的功函数及所有与样品欧姆接触的东西都会影响

最终测试样品得出的功函数。实际实验中，同样的样品在不同仪器上所呈现的功函数是

不一样的，用光电子能谱标定功函数的时候，往往选择导电性好的多晶金箔或者无氧铜

等费米能级附近能带态密度较强的样品来，这样的样品在费米能级处的态密度比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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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能较好地用费米狄拉克分布来描述，通过拟合实验数据获得对应的费米能级位置来

推算功函数。

图 2–9 金属内电子的平均自由程 λ与它动能 Ekin (2 ∼ 2000 eV)之间的关系[83,85]。
Fig 2–9 Electron mean free path as a function of their kinetic energy for various metals.[83,85].

假想一个过程：光电子的逸出，样品费米能级下降，那么和样品接触的金属 (最终
端是连接的大地，大地电子多) 就会往费米能级被降低的样品中注入电子，最终拉平，
但是注入也不是毫无阻碍，也需要克服样品与金属之间形成的界面势垒，所以为了保持

光电过程能够持续注入电子的动态平衡，那么样品的费米能级相对真空能级的位置必然

不能再恢复到原来没有任何金属接触时候的状态，费米能级与真空能级间的差值 (即功
函数)也改变了。不同仪器中样品的接地状态和能量分析器的功函数都不一样，所以同
样的样品会在不同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设备中所具备的整体功函数也不一样。同样的道

理，当入射光子能量发生变化时，光子电子碰撞效率，跃迁几率等或者概括来说光电效

应的效率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样品需要达到新的动态平衡，所以整体的功函数又会不一

样了。如果金属与样品接触不好，它们之间势垒很大，那么就会发生给样品注入电子的

速度跟不上光电激发的速度，就会导致样品呈电负性，化学势增加，电子更难被激发出

来，而样品与金属间的势垒差反而减小，电子注入就更容易，此消彼长，所以常常会出

现功函数忽大忽小。这个现象能在实验上观测到，尤其当样品与金属接触非常差，导致

无法持续稳定地给样品注入新的电子来维持电中性，一般这种现象就称为 “charge”。
光电子能谱的探测深度实际上就是被激发电子的逃逸深度或者说是被激发电子在

固体内的平均自由程，它的大小与入射光的能量及功函数有关。图2–9展示了一些金属
内电子平均自由程 λ与电子动能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到，不同的金属有着大致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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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Ekin)关系，并且电子平均自由程只有 5 Å到 50 Å的量级，这意味着主要是固体表面
以下几纳米内的被激发电子逃逸出来了并被探测到，所以光电子能谱是一种对表面特别

敏感的实验手段。因此，要想获得更多晶体的体的信息，就需使晶体表面达到原子级别

干净平整i，同时提高真空度ii，来减小功函数以便增大自由程。

2.4.1.4 光电子能谱的电子动量分辨

图 2–10 (a)光电子能谱仪的结构示意图[84]。(b)面内动量分辨的光电激发过程示意图[86]。下半为固
体中的电子能带谱，上半为电子的动能谱，上下一一对应。
Fig 2–10 (a) Photoemission geometry[84]. (b) Optical transitions from a band in the sample to vacuum[86].
Energy and in-plane momentum are conserved.

光电效应的整个过程前后能量必然守恒，其次是在样品面内的方向也能保持动量守

恒，但是在垂直的面外方向上，由于界面上下对称性破缺，无法实现动量的守恒。为了

便于理解，后续会用“三步模型 (Three-step model)”iii来具体描述过程，这里先从面内

动量的守恒来理解是如何分辨出动量的。如图2–10(a)所示，考虑来自倾角 ϑ方位角为

φ出射的电子，我们来进行分析。首先由面内动量守恒：

Kinternal = Kphotoelectron −Kphoton (2–19)

i获得干净平整表面的方法有：体材料原位解离；加热退火处理；氩离子刻蚀处理；原位外延生长薄膜等。
ii在 10−9 Torr的真空度下，样品表面吸附满一个原子层厚的气体分子大概只需要 40分钟，那真正来自样品内的

光电子就会比重占少甚至没有，所以 ARPES真空一般要求不差于 10−10 Torr的真空才能维持样品一定的寿命。
iii三步模型并不是实际的过程，还要涉及所谓的突然近似 (sudden approximation)但是能方便概念的理解，真实的

过程是一步到位，即一步模型 (One-ste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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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ternal 表示固体内受激发电子的面内动量，Kphotoelectron 表示光电子的面内动量，

Kphoton表示光子面内的动量，在低能i的光电子能谱中，光子的动量几乎可以忽略ii。光

电效应发生时，电子越过固体界面到达真空，现在仔细的讨论电子越过界面前后的瞬间

动量能量守恒关系，(穿越界面前的瞬间，电子的物理量在公式中用红色标识；穿越界
面后的瞬间，电子的物理量在公式中用蓝色标识)，忽略光子后的动量守恒表示为：

ℏK// ≈ ℏK// =
√
2mEkin · sinϑ (2–20)

则有

Kx ≈ Kx =
1

ℏ
√
2meEkin · sinϑ · cosφ

Ky ≈ Ky =
1

ℏ
√
2meEkin · sinϑ · sinφ

(2–21)

再将能量守恒公式2–18代入，即可得到能带中电子动量和入射光子能量及电子出射
角度之间的关系：

Kx ≈ Kx =
1

ℏ
√
2me(hν − |EB| − Φ) · sinϑ · cosφ

Ky ≈ Ky =
1

ℏ
√
2me(hν − |EB| − Φ) · sinϑ · sinφ

(2–22)

于是，我们就能知道 EB与Kx，Ky的关系，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 E−K色散关系iii，即

电子结构。由公式2–21知道，在入射光子能量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探测出射电子的
角度来区分电子在固体里时的动量。图2–10(b)就是理论上的面内动量分辨的光电子谱
示意图，通过改变角度获得不同动量位置的电子的动量能谱可以描绘固体中电子的能带

色散。实验上测出来的光电子能谱按照角度堆叠成瀑布图形式排列在一起，如图2–11所
示，再将角度转换成动量后，就可以表达能带的色散关系了，那就真正和理论示意图完

全对接应了。关于分辨率，对公式2–20进行微分处理，可以得到：

δK// ≈ δK// =
1

ℏ
√
2mEkin · cosϑ · δϑ (2–23)

显然，光子能量越高，在费米能级附近的动量分辨率就越差，所以为了获得更高分辨的

动量分辨率，需要选用较低的光子能量。

i这里的低能一般指紫外波段和软 X射线波段的光子能量。
ii在光子能量为 1000 eV的时候，光子的动量约为光电子动量的 3%，后续有近似推导的过程来说明。
iii这里的K 是表示面内的分量K//，真正的完整的色散还要考虑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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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典型的光电子能谱数据展示。(a)不同角度能谱的瀑布图形式 (waterfall plot)[87]。(b)用颜色
代替能谱强度的能谱和角度色散图[87]，与左图一一对应。
Fig 2–11 (a) waterfall plot made by joining shifted EDCs measured at different angles[87]. (b) Color scale
representation of EDCs intensity, the abscissa is the measured angle in degrees while the ordinate is the
photoelectron kinetic energy in eV[87].

如果把每个角度的电子都探测一遍，那么整个固体的内部的能带结构就基本可以被

描绘出来。早期的光电子能谱探测器入口是个小孔，只能一次收集一个角度的电子，所

以效率非常低，后来技术慢慢进步，探测器入口开始变成狭缝，这样就能收集沿着狭缝

方向大角度 i内的所有电子，再后来出现了通过修正探测器前的电学透镜实现收集一个

立体角内的电子，分批次将电子送入能量分析器狭缝 ii。

2.4.1.5 低能光电子能谱实验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光子动量

现在来讨论下光子的动量可以忽略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光子是没有静止质量的，

但是因为光子有能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告诉我们光子的动量可以通过 Pphoton =

EPhoton/c来计算，因此可以计算如下一个比例：

R =
Pphoton
Pelectron

=
Ephoton/c√
2meEkin

=

√
E2
photon

2mec2 · (Ephoton − Φ− |EB|)
≈

√
Ephoton

1.022MeV
(2–24)

i一般正负 15度左右，如 VG Scienta的 R4000，R8000系列。
ii如 VG Scienta的 DA30系列，可以集成自动化扫描费米面，光斑的位置可以不需要移动，但其电学透镜对大角

度电子的矫正还存在较大误差。一般扫描费米面是转动样品来探测不同角度的电子，转动过程中光斑位置会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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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光子动量与光电子动量的比值随光子能量变化的关系曲线。
Fig 2–12 Energy dependence of the ratio between the momentum of photon’s and photoelectron’s.

其中 R表示光子动量和光电子动量的比值，Ephoton 表示入射光子的能量，最后一步用

Ephoton−Φ− |EB|)近似了 Ephoton然后约去i，所以最后公式的最右表达式近似地描述光

子动量与光电子动量的比重，可以看到比重 R近似正比于光子能量的平方根，我们可

以画出比值随光子能量分布曲线图，如图2–12所示，由图中可以看出，当光子能量达到
硬 X射线波段 ∼ 1000 eV时候，这个比例依然只有 3%，可见对于一般的紫外光电子能
谱 (UPS)和软 X射线光电子能谱 (XPS)来说，在动量守恒的公式2–19里光子的动量忽
略掉后，依然可以获得较精准的结果。

2.4.2 能带的 Kz 色散

前面我们主要关注 EB 和面内动量 (Kx，Ky)的色散关系，实际倒格子空间也是三
维的，这小节我们进一步推导 EB 与动量 Kz 的关系。出发点依然是能量守恒，为了方

便求解，假设光电效应的末态的电子是近似自由的，那么在这个近似前提下，能带上电

子激发的过程示意图如图2–13所示，跃迁末态的电子再穿越固体和真空界面剩下的动能
就可以写成：

Ekin = Ef − Ev (2–25)

i一般材料的性质由费米能级附近的电子决定，在光电子能谱中，一般只需要关注费米能级附近的能带，所以

Φ+ |EB |也只是几个 eV，而 Ephoton 一般在几十到上千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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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近自由电子近似下，能带上电子激发的过程示意图。
Fig 2–13 Photonemission transition in a nearly free-electron band structure.

其中 Ef 为跃迁末态的电子能量，Ekin 为逸出电子的动能，Ev 为真空能级的能量i。如

图2–13所示，红色虚线抛物线表示近自由电子近似的末态能带。末态的电子能量也可以
写成：

Ef =
ℏ2K⃗f

2

2m∗ + E0 (2–26)

其中 K⃗f 为跃迁末态波矢，m∗ 为跃迁末态上电子的有效质量，E0 为跃迁末态在近自由

电子近似下能带的最低能量ii。代入公式2–25可以得到：

Ekin =
ℏ2

2m∗ K⃗f

2
+ E0 − Ev =

ℏ2

2m∗ (K⃗f

2

// + K⃗f

2

⊥) + E0 − (Ef + Φ) (2–27)

于是固体中跃迁末态电子动量的垂直分量大小可以表示为：

∣∣∣K⃗f⊥

∣∣∣ = √
2m∗

ℏ2
(Ekin + Φ+ Ef − E0)− K⃗f

2

// (2–28)

之前的小节中我们有讨论过公式2–20,固体内末态的电子在界面上逃逸到真空一侧的瞬
间过程中，如图2–14所示，界面的面内是动量守恒的,所以有：

i一般能量都以费米能级 EF 作为零能参考点，有少许时候也以真空能级的能量作为零能参考点，这里为了表述

普适的关系，暂时先不定零能的位置
ii自由电子的能量满足 E = ℏ2k2/2m,能带色散是个二次抛物线函数曲线，如图2–13中的红色虚线，能带最低点

就是指抛物线的最底部波矢为 0的位置，E0 就是用来标记该点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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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固体-真空界面上电子的动量关系[83]。面内的动量守恒，如图中的公式。
Fig 2–14 Momentum relations at the solid-vacuum interface[83].

K⃗f

2

// = K⃗2
// =

2mEkin
ℏ2

sin2 θ (2–29)

同时我们人为定义一个物理量 V0，叫内势i(inner potential)，V0 = Ev−E0 = (Φ+Ef )−E0

(当取费米能级为零能点时，V0 = Φ + |E0|)，最后再利用该模型的大前提——近自由电
子假设才有m∗ = m，所以固体内跃迁末态的 Kz(或者说 |K⃗⊥|)的关系可以表达为：

|K⊥| =
√

2m∗

ℏ2
(Ekin + V0)− K⃗//

2
=

√
2m∗

ℏ2
(Ekin + V0)−

2mEkin
ℏ2

sin2 θ (2–30)

考虑自由电子近似，代入m∗ = m，则上式化为：

Kz = |K⊥| ≈
√

2m

ℏ2
(Ekin + V0)−

2mEkin
ℏ2

sin2 θ =
1

ℏ
√

2m(Ekin cos2 θ + V0) (2–31)

进一步，在利用最初的能量守恒公式2–18，最终可以得到 Kz 和入射光子能量的关系：

Kz =
1

ℏ
√
2me[(hν − Φ− |EB|) cos2 θ + V0] (2–32)

尤其当电子正出射 θ = 0的时候，即为表面布里渊区中心 Γ̄位置时，公式精简为：

i关于内势的意义，自由电子近似条件下跃迁末态的最低能到真空能级的能量差大小，如图2–13，但不能说固体
内真实价带的底部到真空能级就是该值。V0 无法找到一个可观测的物理量来说明，但在测定能带的 Kz 色散时候是

经常涉及到的，且多数情况能较好的描述实验结果。电子在从固体内穿过界面势垒到达真空，能量损失了一部分，垂

直动量改变就像发生了折射，如图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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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 =
1

ℏ
√
2me(hν − Φ− |EB|+ V0) =

1

ℏ
√
2me(hν − |EB|+ |E0|) (2–33)

到这一步我们就基本讨论完了能带 Kz 色散的理论基础。

图 2–15 光子能量依赖的三维和二维态的费米面测试结果示意图[88,89]。(a)三维费米面。(b)二维费米
面。
Fig 2–15 Illustration of the different photon-energy dependent ARPES result for 3D and 2D Fermi-surfaces
(FSs). (a) Kz dispersion of 3D FSs in k space. (b) Kz dispersion of 2D FSs in k space.

从该近自由电子模型，可以看出不同能带位置的跃迁是不一样的，近似的 E0 其实

也是不一样的，尤其当入射光子能量发生变化的时候，E0 也发生变化，前面曾讨论过

功函数 Φ随入射光子能量也会发生变化，两者的变化综合 (V0 = Φ + |E0|)起来就造就
了 V0的变化。真正的光电子能谱实验中，一般默认 V0不变，实际上通过不同光子能量

标定的 V0值确实也浮动不大。从物理图像上可以唯象的去理解，V0就如图2–13中所示，
表示从近自由电子末态的带底到真空能级的能量差，这个能量差大致表示了固体内价电

子能带在费米能级下的所分布的能量范围大小，大部分材料的价带分布在费米能级以下

20 eV以内的范围中，所以实验中测算的 V0的大小一般在 10 eV左右，比如本论文后面
几章将讲述的工作 V0(PtBi2)=10.5 eV，V0(ZrTe5)=7.5 eV，V0(Ba(Zn0.875Mn0.125)2As2)=11.5
eV。
有了 V0的值后，就可以算出光子能量所对应的Kz值，这样就可以通过不同光子能

量下的二维 (Kx, Ky)费米面 (等能面)来描绘出整个三维 (Kx, Ky, Kz)空间的费米面 (等
能面)形状了。有时候我们通过Kz的色散对光子能量的依赖程度来判定能带的维度，比

如区分表面态和体态，表面态因为面外维度的缺失导致其能带在任意的 Kz 下都保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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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而体态则会随着 Kz 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变化。图2–15就展示了体态和表面态的费米
面在 K 空间布里渊区的分布，清晰地说明了体态和表面态的费米面随 Kz 变化的区别。

从公式中可以看到光子能量的最小间隔就决定了 Kz 的分辨率，同时 Kz 又是与光子能

量是开根号的关系，所以如果光子能量间隔一样，那么高能部分的 Kz 会更加精细，但

是前面说过高能的光子能量面内动量分辨率会变差，所以做实验的时候是需要根据想获

取的能带信息及其 Kz 的色散强弱来决定入射光子能量的。我们之前讨论的是都是正出

射的电子，实验中收集的是正出射附近立体角内电子，由公式2–32知道出射角度 θ也会

影响 Kz，所以真正在确定的入射光子能量看到的能带来自布里渊区里面的一个稍弯的

弧面i，而非理想的图2–15中的平面切片。

2.4.3 光电子能谱的理论

本小节主要关注光电子能谱的理论部分ii，涉及到的理论内容其实非常丰富，作者

尝试尽可能完整地叙述整个过程，当然中间一些结论的推导可能被省略。

现在我们回头过来再仔细讨论光电效应的过程。尽管爱因斯坦用一个简单的光电效

应方程来解释，但是整个光电激发的微观过程描述并没有清晰地给出。除了氢原子只有

一个电子相对较简单外，其他更加普遍的多电子系统中光电子激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

程，涉及固体内部电子结构、电子电子相互作用、电子和声子相互作用以及其电子与他

各类元激发之间的作用，最后还会涉及激发电子和空穴的动力学等复杂过程。

从严格的量子力学角度来讲，光电效应应该是一个在满足合适的边界条件下从初态

波函数 Ψi 到被激发电子和余下电子系统共同组成的末态波函数 Ψf 的一步到位跃迁过

程，如图2–18(a)所示，显然这里的初态和末态都是多体波函数。初态是半无限晶体内
部的 N个多电子体系所处的本征态之一；末态则是已经离子化后的晶体内部 N-1个电
子体系的某个本征态和被激发出去的 1个电子的波函数的组合。到目前为止，默认了三
个假设：假设一，只讨论一次只有一个电子被激发出来；假设二，不考虑这个电子的自

旋；假设三：原子核的质量远大于电子，当作静止。若无外界作用，固体中电子的哈密

顿量表示为：

H0 =
P⃗2

2me

+ V0(r⃗) (2–34)

其中me为电子质量，P⃗为电子动量算符，V0(r⃗)为电子与原子核和其他电子相互的库仑
势。现在考虑外界有入射光，电子处在电磁波的电磁场中，电磁场由矢势 A⃗(r⃗, t)和标量

势 ϕ(r⃗, t)描述，这样新的哈密顿量可以写为：

i在考虑了 V0 后，入射光的波矢在 (K//,Kz)空间划出的近似球面的弧面。更加具体的例子可以参见引文 [90]
ii本章中的光电子能谱理论参考了 [64, 82–89, 91–98]，并结合了作者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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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1

2me

[P⃗ +
e

c
A⃗(r⃗, t)]2 − eϕ(r⃗, t) + V0(r⃗)

= H0 − eϕ(r⃗, t) +
e

2mec
[P⃗ · A⃗ + A⃗ · P⃗] + e2|A⃗|2

2mec2

(2–35)

用对易关系 [P⃗, A⃗] = −iℏ∇ · A⃗，则上面的式子化为：

H = H0 +
e

mec
A⃗ · P⃗ − ieℏ

mec
∇ · A⃗ − eϕ(r⃗, t) +

e2|A⃗|2

2mec2
(2–36)

H0后面额外的哈密顿量项记为 ∆，有：

∆ =
e

mec
A⃗ · P⃗ − ieℏ

mec
∇ · A⃗ − eϕ(r⃗, t) +

e2|A⃗|2

2mec2
(2–37)

这个相互作用项有些复杂，我们来进行一些合理的近似和规范：

• 没有静电源，则标势 ϕ(r⃗, t) = 0

• 考虑原子中的电子，积分在原子大小中进行，矢势 A⃗的平方项可以忽略
• 偶极子近似，采用库伦规范使 ∇ · A⃗ = 0

那么 ∆只剩下非常简单的电子与电磁场的相互作用项：

∆ =
e

mec
A⃗ · P⃗ (2–38)

如果这个∆相比H0非常小的时候，可以按照含时的微扰法处理，具体推导参见量子力

学教科书。

通过费米黄金定则i，可以计算电子受激发的跃迁速率 (或者叫单位时间内的跃迁几
率)ωi→f :

ωi→f =
2π

ℏ
|⟨Ψf |∆|Ψi⟩|2 · δ(Ef − Ei + ℏω) (2–39)

理论上来说，这个值就决定了光电效应的光电流大小 (单位时间出射的光电子数量)。
上面的推导都是在固体内部考虑，但电磁波在固体表面变化非常剧烈，矢势 A⃗不再

是个近似常量，∇· A⃗开始变得非常重要，不能再被忽略。这种情况下，表面光电子的贡
献ii会与体内光电子的贡献发生竞争[99–102]。按照量子力学上严格的处理方法，需要将光

子吸收，光电子电子迁移，电子探测作为一个完整的相干过程来处理[103–119]，这就是所

iFermi’s Golden Rule，Dirac在 1927年提出，用于研究原子自发辐射，费米利用这个定则做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
贡献，即 β 衰变理论。

ii表面光电子的贡献正比于 ε− 1，ε为介电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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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 “一步模型”。但如此一来，严格的哈密顿量就不能像之前公式2–35那样简单，只包
含体内的能量项，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把固体的体内的和表面的以及真空的能量作用项

都要加入进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体态和之前没考虑的表面态，衰减态及表面共振态描述

完整，图2–18(b)中画了这些态的特征示意图。求解像这样多体系统的复杂哈密顿量必
然是个大工程，还不一定都能解出来，这就给光电子能谱实验数据的分析带来困难。所

以人们必然希望能寻求一种简单而且准确性高的方法。接下来就将介绍 “三步模型”这
种简单且容易处理的方法。

2.4.3.1 三步模型和突然近似

为了理解光电效应的中间过程并将问题简化，Fan，Burglund和 Spicer等人提出唯
象的 “三步模型”来处理光电子的激发过程[115,120,121]。“三步模型”把整个光电效应的物
理过程简化为三个独立且连续的过程，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对于多体系统哈密顿量的求

解，并且在解释光电子能谱实验结果中表现了较高的准确性[115,120,121]。

图 2–16 三步模型。(a)三步模型的三个独立且连续的过程[83]。(b)主要由非弹性散射出来电子组成的
二次电子对光电子谱的影响[85]。(c)电子克服势垒穿越界面到真空的示意图。
Fig 2–16 Three steps model. (a) Three independent and sequential steps[83]. (b) The influence of secondary
electrons in Photoemission spectra[85]. (c) Escape of the photoelectron into vacuum.

三步模型包含了如图2–16(a)所示的三个独立的过程：
1. 体内光电激发：光子入射，电子吸收光子的能量跃迁到更高能的末态能级上
2. 体内迁移：体内被激发的电子往固体表面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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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界面逃逸：到达表面的电子越过界面势垒到真空中去
最后单位时间内总的出射光电子被探测到的概率 Ω即为三个独立事件概率的乘积i：

I ∝ Ω = Ω1 · Ω2 · Ω3 (2–40)

I 为光电子谱强度，Ωi(i = 1, 2, 3)分别为：单位时间内 1.电子受激跃迁的几率 2.电子
在迁移至表面的过程中不发生非弹性散射的几率 3.电子穿越固体表面的透射几率ii。

在细入的讨论三个独立过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三步模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近似：

“突然近似[122,123]”。“突然近似”是假设光电子激发过程是个突然过程，光电子一旦激发
就不再和余下的体系发生作用，之后剩余系统发生的弛豫等效应都不再与光电子有关。

因为真实的光电激发过程中，光电子和剩余系统都会发生弛豫，光电子逃逸到真空也需

要时间，剩余系统弛豫也需要时间，光激发系统的严格末态必须是要考虑到光电子和剩

余系统光空穴的屏蔽效应的，那这样会给计算带来巨大麻烦，所以突然近似里就很好地

避开了这个麻烦。“突然近似”在强关联体系光激发的多体物理理论计算中也被广泛应
用，但原则上也只适用于高能光电子。如果光电子能量很低，那么光电子逃逸的弛豫时

间就会较长，在剩余系统重新调节电荷分布并想要达到能量最低的本征态的弛豫过程

中，光电子就会有充足时间和剩余系统相互作用 (作用强还是弱由体系决定)，这实际上
就是 “绝热近似”(Adiabatic limit)的条件了。然而关于光电子能量具体低到多少时突然近
似就开始失效的问题，目前依然没有定论。芯能级的研究表明，这种 “突然近似”适用
条件还依赖于材料本身[124–128]，不仅和元素有关还和的化学环境有关。在某些强关联体

系中，如铜氧基高温超导中，即使在入射光为 21.2 eV(He I )时，“突然近似”依然有效。
有实验显示当入射光能量低到 20 eV时，“突然近似”似乎依旧成立[129]。

第一步：体内光电激发过程。在这一步过程中，还是考虑一个含有 N 个电子的系

统。初态波函数为 ΨN
i ，用 k作为量子数来标记N 个电子中被光激发的那个电子所在的

电子轨道的量子数iii,所以采用 Hartee-Fock单电子近似，系统的初态可以写成一个单电
子轨道波函数 ϕki 和其余 N − 1个电子系统的波函数组合的形式：

ΨN
i = Aϕi,kΨk

i,R(N−1) (R stands for remaining) (2–41)

其中 A为反对称算符，这是为了使 N 个电子的费米子系统的初态波函数 ΨN
i 满足泡利

不相容原理，Ψk
i,R(N−1)表示其余 N − 1个电子系统的波函数。

i光电子能谱的强度 I 就是实验时间∆t内收集到的电子个数,即∆t× Ω×N，N 为固体内受激发电子总数
ii能量小于功函数就会被界面反射回体内，最终被散射碰撞再次回到能带中。
iii假设初态本征态有K 个，则单电子波函数 ϕk

i 和 ϕk
f 可以理解为K 个初态本征态中的某个本征态 k和与 k对应

的K 个末态本征态中的某个末态本征态，k = {1, 2, 3...,K − 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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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突然近似”的条件下，同样的道理，光电激发的末态 ΨN
f 也可以用单电子函数

写出来：

ΨN
f = Aϕf,Ekin

Ψk
f,R(N−1) (R still stands for remaining) (2–42)

其中 ϕf,Ekin
表示被激发出来的光电子波函数，下标 Ekin表示其动能。

图 2–17 光电子能谱示意图[84,88]。(a)无相互作用电子系统中电子结构的色散。(b)无相互作用电子系
统中应该测得的光电子能谱示意。(c)有相互作用的电子系统中的光电子能谱示意。
Fig 2–17 Spectra of ARPES. (a)True dispersion of an electron band. (b) Momentum resolved ARPES spectra
from a non-interacting electron system. (c) Momentum resolved ARPES spectra from an interacting electron
system.

综上所述，费米黄金定则 (公式2–39)中的跃迁矩阵元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ΨN
f |Hint|ΨN

i ⟩ = ⟨Ψk
f,R(N−1)⟨ϕf,Ekin

|Hint|ϕi,k⟩Ψk
i,R(N−1)⟩

= ⟨ϕf,Ekin
|Hint|ϕi,k⟩⟨Ψk

f,R(N−1)|Ψk
i,R(N−1)⟩

(2–43)

这里用更加常用的光电相互作用算符 Hint 来替代前面的 ∆。由上面公式可以看到，跃

迁矩阵元最后的结果被写成了一个单电子矩阵元和 N − 1个电子系统交叠积分的乘积。

为了进一步简化，由 “突然近似” 或者 “冻结轨道近似i”，可以假设剩余的 N −
1 个电子系统的末态轨道和初态轨道是一样的，Ψk

f,R(N−1) = Ψk
i,R(N−1)。那么就有

⟨Ψk
f,R(N−1)|Ψk

i,R(N−1)⟩ = 1，然后跃迁矩阵元 ⟨ΨN
f |Hint|ΨN

i ⟩ = ⟨ϕf,Ekin
|Hint|ϕi,k⟩，直接

就是个单电子偶极矩阵元了。在这样的近似条件下，光电子能谱实验测的就是轨道的

负的 Hartree-Fock轨道能，并且实验能谱数据就应该是个 δ函数 (如图2–17(b))，应该和

i中性分子或原子的电子轨道能级和离子化后的电子轨道近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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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电子能带有一样的色散关系 (如图2–17(a))。像本论文工作中的材料：Bi2Te3、Sn、
ZrTe5、PtBi2、Ba(Zn1−xMnx)2As2，属于较弱相互作用的体系，上面的单电子近似依旧能
很好地适用，并且 ARPES的能谱数据基本上可以表达材料内部真实的能带。

在其他的类似强关联的材料体系中，电子电子相互作用很强，强到以致于原来的单

电子近似不在合适描述，虽然那公式2–43依然成立，但最后一项交叠积分不能简单地近
似为 1了，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现在普适地考虑，光电激发后，N 个电子系统排
出 1个电子后，剩余 N − 1个电子系统的末态一般处于激发态而不是立即处于它们的

基态 (本征态)，系统依然需要时间重新调节被离子化后的电荷分布并最终弛豫到能量最
低。假设这样 n− 1个电子系统末态有 S个激发态本征态，波函数记为 Ψf(s),R(N−1)，其

中 s = {1, 2, 3..., S − 1, S}表示序号，则对应的能量本征值记为 Es(N−1)，末态最后呆在

某个激发末态 s的概率为 |⟨Ψk
f(s),R(N−1)|Ψk

i,R(N−1)⟩|2。这样跃迁矩阵元就要考虑所有可能
的激发末态，可以写成：

⟨ΨN
f |Hint|ΨN

i ⟩ = ⟨ϕf,Ekin
|Hint|ϕi,k⟩

S∑
s

cs with cs = ⟨Ψk
f(s),R(N−1)|Ψk

i,R(N−1)⟩ (2–44)

这里可以用 |cs|2 来表示 N 个电子系统中排除来自轨道 ϕk 的电子后余下 N − 1个电子

从量子数 k对应的基态跃迁到某个末态激发态 s的概率。当对于相互作用比较弱的的体
系，当且仅当 s = k时，有 Ψk

f(s),R(N−1) ≃ Ψk
i,R(N−1)，意味着 |cs|2 ≃ 1当 s ̸= k时，则有

|cs|2 ≃ 0，初态和末态波函数基本没有交叠。这就回到了上面用的单电子近似的情况，如

果这个时候单电子偶极矩阵元也不为 0，光电子能谱就只观测到一个 δ峰 (如图2–17(a)、
(b))。当对于相互作用比较强的体系，不管 s是否等于 k，Ψk

f(s),R(N−1)和 Ψk
i,R(N−1)都会

产生交叠，交叠积分不再是 0，对应 |cs|2也不为 0，那么最后跃迁概率不再是简单的单
个 δ函数而是多个 δ函数加和，但是当 s = k时，交叠是最大的，所以在光电子能谱上

看到的虽然不再是单个 δ峰，但是依然能看得到一个主峰，只不过还有一堆卫星峰，如

图2–17(c)所示。
现在可以把光电子能谱中的光电流 I 表达为：

I ∝
∑
f,i

ωf,i =
∑
f,i,k

|⟨ϕf,Ekin
|Hint|ϕi,k⟩|2

∑
s

|cs|2 · δ(Ef,kin + Es(N−1) − E0(N) − ℏω)

≡
∑
f,i,k

|Mk
f,i|2 · A(k,E)

(2–45)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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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N 个电子系统的初态总能量：E0(N)

• 单电子的偶极矩阵元：⟨ϕf,Ekin
|Hint|ϕi,k⟩ ≡Mk

f,i

• N − 1电子系统的交叠积分：cs = ⟨Ψk
f(s),R(N−1)|Ψk

i,R(N−1)⟩
• 波数为 k，能量为 E 的单粒子谱函数，用来描述在含 N 个相互作用的电子系统

中减少或增加一个波矢i为 k能量为 E 的电子：

A(k,E) =
∑

s |⟨Ψk
f(s),R(N−1)|Ψk

i,R(N−1)⟩|2 · δ(Ef,kin + Es(N−1) − E0(N) − ℏω)
关于单粒子谱函数A(k,E)，其实能和单电子格林函数联系在一起。根据凝聚态物理

中的量子场论，多体体系中的单个电子的迁移可以用含时格林函数 G(r1, r2, t)来描述，

这个格林函数描述的是一个电子在初始 t = 0时刻处于位置 r1，后来在 t时刻于位置 r2

被发现的概率。在动量能谱表象下，格林函数写成G(k1, k2, E)，并可以简单理解成一个

电子在散射过程中能量变化了 E 后，波矢从 k1变成 k2的概率。那么对于波矢 k1 = k2，

这时候可以理解为电子经过散射能量变化 E 后仍处在波矢 k 的状态的概率，只需要忽

略原格林函数 G(k1, k2, E)中非对角元后就得到对应的格林函数 G(k,E)。G(k,E)这个

新格林函数的虚部就和谱函数 A(k,E)是等价的ii：

A(k,E) =
1

π
|ImG(k,E)| (2–46)

对于无相互作用的电子系统来说，格林函数为：

G0(k,E) =
1

E − E0(k)− iδ
(2–47)

其中，δ为一个正无穷小量，E0(k) = ℏ2k2/(2m)表示动量为 ℏk的自由电子的能量。因
此，无相互作用的电子系统的谱函数可以写成：

A0(k,E) =
1

π
δ(E − E0(k)) (2–48)

可见无相互作用的电子系统下的谱函数是个 δ 函数。这与前面的单电子近似的结论一

致。

对于有相互作用的电子系统来说，格林函数就需要在原来电子动能项 E0(k)里面加

入电子电子相互作用项，即所谓的电子自能 Σ(k,E)，它是个复数，由实部和虚部组成：

Σ(k,E) = ReΣ(k,E) + i · ImΣ(k,E) = Σ
′
(k,E) + iΣ

′′
(k,E) (2–49)

所以，有相互作用的电子系统的格林函数就补充成为：

i之前公式中的 k是说量子数，波矢 k正好可以作为这个量子数来描述对应的系统。
ii具体的推导过程可参见引文 [83]第三版的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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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E) =
1

E − E0(k)− Σ(k,E)
(2–50)

由公式2–46,2–49,2–50可以得出有相互作用电子系统的谱函数 (推导省略)：

A(k,E) =
1

π

ImΣ

(E − E0(k)− ReΣ)2 + (ImΣ)2
(2–51)

上式中，为书写简便自能 Σ(k,E)用 Σ指代。

现在再把有限温度 T 下的费米子系统的费米狄拉克分布 f(E, T ) = (eE/kBT + 1)−1

考虑进来，那么光电激发的光电流公式2–45可以写成：

I(k,E) ∝
∑
f,i,k

|Mk
f,i|2 · A(k,E) · f(E, T ) (2–52)

我们把从晶体固体中出来的光电流的最终完整的表达写出来i：

I(E, ℏω) ∝
∑
i,f

ImΣ(ki)

(E − E0(ki)− ReΣ(ki))2 + (ImΣ(ki))2

× |M̃i,f |2

(k
(1)
i⊥ − k

(1)
f⊥)

2 + (k
(2)
f⊥)

2
· δ(k⃗i|| − k⃗f || + G⃗||)δ(k⃗i − k⃗f + G⃗)

× δ(E1(kf )− E1(ki)− ℏω)δ(E − E1(kf ) + Φ) · f(E, T )

(2–53)

整个公式中包含了关联和非关联的信息，有了这些理论的描述，我们就可以从 ARPES
的数据中近似地分析电子真实的能带结构及电子电子相互作用了。如果从 ARPES谱和
反光电子谱 (Inverse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IPES)获得谱函数，那么就可以计算格林
函数的实部，从而得到自能的实部和虚部。实际中 IPES非常少，ARPES更多一些，所
以一般都是基于 ARPES的数据近似分析得到自能[130]。

第二步：体内光电子迁移过程。处于激发态的光电子可以向晶体内的各个方向运
动，但是真正能有希望出射的电子都是往表面迁移的那些电子。这些电子在扩散过程中

会有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散射：如电子和电子散射，电子和声子散射，电子和表面等离

激元散射等，这些散射分为弹性散射或者非弹性散射。发生非弹性散射后，电子会损失

一部分能量，成为二次电子 (Secondary electron)。二次电子已经丢失了其能带的本征信
息，但由于二次电子运动方向在统计上是各向同性的，所以会在光电子能谱的能量分布

i参见引文 [83]第三版的 49页和 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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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 (EDC)低能区域产生一个均匀的本底 (如图2–16(b))，但不会影响到动量分布曲线
(MDC)。对于发生弹性散射后的电子，它们的能量大小没有变，所以对于光电子能谱的
全角度积分的 EDC是不会有影响的，但是由于它们的动量改变了，这就相当于在MDC
上多了一些展宽，对动量分辨是由影响的。这些发生散射的电子都不在之前第一步过程

中讨论的范围内，在迁移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散射的电子为光电子能谱上的表征真正能

带的光电流强度提供了主要贡献。

第三步：界面逃逸。到达固体内部表面的电子，需要克服固体表面的势垒 Φ才能逃

逸出去 (如图2–16(c))。如果电子此时的动能已经不足以克服功函数，那么它就会被势垒
反射回体内，并最后通过非弹性散射消耗掉过多的能量然后回到能带中。如果电子的动

能足够克服功函数，那么它会在损失功函数大小的能量后穿越表面势垒进入真空，相当

于发生了折射。穿越界面的整个过程中由于界面的平面内对称性没有破缺，电子在这个

方向不会受到静力作用 (或者说只有光子的动量给了光电子)，于是就有界面内的动量守
恒，如前面的公式2–19，而垂直界面方向对称性破缺，光电子逃逸过程会受到界面极化
场的作用，本该是动量守恒，但是电子在此过程中受到多少冲量，我们无从得知，所以

只知道动量垂直分量损失了一部分，最终只能通过总的能量守恒 (公式2–27)来间接且
近似地确定体内光电子动量的垂直分量 (公式2–28)。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精确地测定固体沿着 Kz 方向的能带色散，需要知道近似的

内势 V0，但是当在研究低维体系的时候，如高温超导、类石墨烯材料、过渡金属硫族

化合物、其他一些二维层状材料和准一维材料，沿着Kz方向的能带色散往往是微小的，

整个体系沿着面外 Z 方向不敏感，一次能带的色散基本由面内 (Kx, Ky)来决定了。这

是从 ARPES的谱线峰宽直接得出受激光空穴的寿命，它包含了电子自能项里的虚部信
息[131]，是研究电子关联效应的重要指标。

2.4.3.2 一步模型

之前其实已经在2.4.3的开始就有介绍了 “一步模型”，图2–18(a)为 “一步模型”的示
意图。虽然之前介绍的 “三步模型”在解释光电子能谱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 “三步
模型”并没法将表面效应包含进去，界面处电磁波场的剧烈变化使得偶极近似不再成立
(库仑规范不再适用，∇ · A⃗ ̸= 0)，这必然会带来额外的效应，使得处理起来更加复杂。
由前面的自由程可以知道，在紫外和软 X 射线的入射光条件下，光电子主要来自表面

附近几个纳米，所以探测的信号恰恰来自于 “三步模型”中所忽略的表面，这让我们非
常困惑。虽然光电子能谱对固体表面非常敏感，但是依然可以通过结合理论计算和体信

息测量手段 (如输运的量子震荡)来判断光电子能谱所测的电子结构是否可以代表固体
内部的电子结构。事实上，光电激发的过程在量子力学里是不允许认为地分成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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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a)光电子激发过程的 “一步模型”示意图[83]。(b)半无限固体在光激发过程中的初态 (i-iii)和
末态 (iv-vi)示意图[132]。i.体能带的表面共振态。ii.处于体能带带隙中的表面态。iii.体内的布洛赫态。
iv.体能带的表面共振态。v.带隙中的衰逝态。vi.体内布洛赫态。
Fig 2–18 (a) One steps model[83]. (b) Initial (left) and final (right) eigenstates for the semi-infinite crystal[132].

的，整个光电激发是一个一步到位的跃迁过程。初态是 N 个电子系统的一个本征初态，

末态是电离化后的N − 1个电子系统的某个本征末态和自由光电子的本征态组合，而且

初态和末态之间在表面的位置附近必须有交叠，意味着末态在晶体内部有一定的振幅分

布，如图2–18(a)和 (b)所画的初末态波函数空间分布示意，尤其图2–18(b)还给出了表
面态和体态的波函数空间分布，且要求两部分的波函数在界面处满足连续性条件。但说

到底，毕竟 “一步模型”的求解过程太过于复杂，在实际的光电子能谱分析中，普遍还
是采用 “三步模型”的假设，还是能非常好地解释大部分体系的。

2.4.4 偏振光 ARPES

一般 ARPES实验对入射光都会有能变偏振的需求，尤其是同步辐射光源中，接下
来我们就分别了解下线偏振和圆偏振在 ARPES实验中的作用。

2.4.4.1 轨道的偏振选择性

由前面讨论的光电子能谱理论中的公式2–52，我们知道光电流的强度 I正比于跃迁

矩阵元的模方 |Mk
f,i|2，其中

Mk
f,i ≡ ⟨ϕkf |Hint|ϕki ⟩ ∝ ⟨ϕkf |A⃗ · P⃗|ϕki ⟩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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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对易关系 [x⃗, H] = iℏ
m

P⃗(其中 H = P⃗2

2m
)可以将跃迁矩阵元模方写成:

|Mk
f,i|2 ∝ |⟨ϕkf |ε⃗ · r⃗|ϕki ⟩|2 (2–55)

其中 ε⃗表示矢势 A⃗沿着偏振方向的单位矢量。

图 2–19 (a) P 偏振和 S 偏振实验设置[89,96]。(b) 3d电子轨道的空间分布。
Fig 2–19 (a) Geometry of Mirror plane emission with P and S polarized incident light. (b) Illustration of the
spatial symmetry of the 3d orbitals.

现在，考虑入射光的偏振分别为 P 偏振 (π)和 S 偏振 (σ)，图2–19为具体的偏振的
实验设置：P 偏振时，入射光电场方向平行于样品与狭缝确定的对称面 (理想情况下，P
偏振还与样品面垂直，实验设置上很难达到)；S 偏振时，入射光电场方向与样品平行，
但是与对称面垂直。如果跃迁矩阵元中最终的积分 ⟨ϕkf |ε⃗ · r⃗|ϕki ⟩是个奇函数的积分，那
么最后 |Mk

f,i|2就会等于 0，发生光电流完全就被抑制的现象，光电子能谱上很难看到信
号[133–136]。所以为了得到非零的光电流强度，⟨ϕkf |ε⃗ · r⃗|ϕki ⟩就要保证为偶函数i。对于跃迁

矩阵元中的末态 ϕkf，表示的是出射光电子的状态，默认波矢 k⃗ 不再变，那么其波函数

就是其动量算符的本征函数，薛定谔方程解出来的波函数是个平面波 eik⃗·r⃗ 的形式，所

以对于波矢 k⃗在高对称面 (图2–19(a)中的Mirror plane)内的情况，也就是对于图2–19(a)
中狭缝能接收到电子，末态波函数 ϕkf 一定是偶函数。入射光是 P 偏振的情况，光电场

方向在高对称面内，跃迁矩阵元中的微扰项 ε⃗ · r⃗ 也会是偶函数，所以只有当初态波函
数 ϕki 为偶函数的时候才能保证跃迁矩阵元整体是个偶函数的积分，也就是说此时 P 偏

振能够观察到偶的初态波函数；同样的道理，当入射光为 S偏振的时候，光电场垂直于

高对称面，跃迁矩阵元的微扰项就变成了奇函数，因此自然当初态波函数 ϕki 也为奇函

数才能使 ⟨ϕkf |ε⃗ · r⃗|ϕki ⟩为偶函数的积分，意味着此时 S偏振能够观察到奇的初态波函数。

以上关系可以总结为：

i线偏振的条件下要么为奇函数要么为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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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ϕkf |ε⃗ · r⃗|ϕki ⟩

ϕki = even, ⟨+|+ |+⟩, π(P )

ϕki = odd, ⟨+| − |−⟩, σ(S)
(2–56)

除了改变入射光的偏振外，还可以进一步通过旋转狭缝或者直接面内旋转样品来改变高

对称面相对样品的位置，最终实现不同 K 空间不同对称性的测量，真实的光电子能谱

中旋转样品会比较常用i。

图 2–20 3d电子轨道在 x-y面内的投影。
Fig 2–20 Projection of 3d orbit along z.

现在来以 3d轨道的电子为例，3d轨道的电子的 5个轨道空间分布如图2–19(b)所
示，把每个轨道作为初态 ϕi，每个轨道在样品 x− y面内的投影分别如图2–20所示，与
x和 y 的奇偶关系也列在相应轨道投影的下方。正如前图2–19(a)所示，高对称平面内
能量分析器狭缝是沿着 y的，所以需要关注轨道与 y的奇偶性，由图很容易判断：在 P

偏振光下，能获得此实验构型下的 dxz、dx2−y2 和 dz2 的轨道信息；在 S 偏振光下，就

能观测到 dxy 和 dyz 轨道的信息。如果入射光不是绝对的 P 偏振或者 S偏振，入射光的

轨迹甚至不在高对称面内，那只需要将入射光的偏振沿着为 S 和 P 偏振分解就可以了，

看到轨道的信号强弱就与各个偏振的分量大小有关。

至此我们看到，可以通过设计实验的几何构型、改变入射光的线偏特性就可以获得

不同轨道的对称性信息，所以变偏振是光电子能谱里非常重要的实验手段。

2.4.4.2 ARPES的圆二色性原理

圆二色性 (Circular Dichroism, CD)，指的是材料的某项物理表征量对于不同 (椭)圆
偏振光有不同的响应ii。ARPES实验中我们特指左旋圆偏振光和右旋圆偏振光。根据左
旋光和右旋光测的不同强度的光电子能谱，可以得到样品电子结构的轨道角动量 (OAM)

i转样品可操作性上更加简单方便，但是很难保证光斑位置还在原来的点；实验上也有旋转分析器的[137]，好处是

光斑位置不会动，但是对设备硬件和空间要求较高。
ii生物领域中可以用圆二色性光谱测定蛋白质、核酸或者多糖的立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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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在一些自旋非简并体系：自旋轨道耦合体系 (Topological)、磁性/半金属 (half metal)、
极化材料 (Rashba split)、磁性半导体材料 (Magnetic Semiconductor)等，可以通过圆二色
实验间接的反应样品中的自旋信息。我们都知道拓扑绝缘体是因为其本身强自旋轨道耦

合作用，才导致能带反转形成狄拉克锥形状 (Dirac Cone)的表面态，且能带上的自旋与
其动量垂直。这里以拓扑绝缘体为例子简单介绍下圆二色性原理[138,139]。

图 2–21 拓扑绝缘体表面态的圆二色性。(a) 相对于 Bi2Se3 表面态的实空间的圆二色实验构型[139]。
(b)右旋光偏振 (RCP)费米面[140]。(c)左旋光偏振 (LCP)费米面[140]。(d)左右旋光的费米面态密度之
差[140]。(e)沿高对称 Γ−K 方向 Bi2Se3表面态的圆二色性。
Fig 2–21 (a) Experimental geometry attacthed with surface states of Bi2Se3[139]. (b) Fermi surface by RCP
light. (c) Fermi surface by LCP light. (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CP and LCP. (e) Circular Dichroism of
energy dispersion along Γ−K.

一个自旋轨道耦合体系的哈密顿量可以写成[141]：

H =
P⃗2

2m
+ V (r⃗) +

ℏ
4m2c2

(P⃗ · ×∇V ) · s⃗ (2–57)

其中 P⃗为动量算符，V (r⃗)为晶格周期势，s⃗为电子自旋。在电磁波作用下的动量形式 P⃗
替换成 P⃗ − eA⃗，其中 A⃗为矢势 (高斯单位)，则代入原哈密顿量求出最后的微扰项：

∆(A⃗) =
e

m
A⃗ · P⃗ − ℏe

4m2c2
A⃗ · (∇V × s⃗) = A⃗ · P⃗ (2–58)

其中，

P⃗ =
e

m
P⃗ − ℏe

4m2c2
(∇V × s⃗) (2–59)

于是也可以把跃迁矩阵元写成公式2–54的形式 Mk
f,i ∝ ⟨ϕkf |A⃗ · P⃗|ϕki ⟩，A⃗ =

∫
A⃗(t)eiωtdt

为 A⃗的傅立叶变换，|ϕkf⟩为自旋退简并后的末态，初态 |ϕki ⟩在狄拉克点 (Driac Point)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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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成二重退简并的赝自旋本征态 |ϕ±
i ⟩的线性叠加 |ϕki ⟩ = uk|ϕ+

i ⟩ + vk|ϕ−
i ⟩。在标准的

k · p理论中也常用这样的表达来描述表面态[4,12]。系数 uk 和 vk 就决定了赝自旋三个分

量的期望值 (应用泡利矩阵)：
• ⟨Sx⟩k = ℏ(ukv∗k + vku

∗
k)

• ⟨Sy⟩k = ℏ(ukv∗k − ivku
∗
k)

• ⟨Sz⟩k = ℏ(|uk|2 − |vk|2)
如图2–21(a) 所示，对于入射方向在 (x, z) 平面内的圆偏振光，其波矢为 A⃗(t) =

(Ax sinωt, Ay cosωt, Az sinωt)，A⃗ = (−iAx, Ay,−iAz)。考虑到时间反演对称性和晶体
对称性，光电子跃迁的概率就可以表示为：

I(k) = a2(|Ax|2 + |Ay|2) + b2|Az|2 + a2Im(AxA
∗
y) ⟨Sz⟩k + 2abIm[A∗

xAz ⟨Sy⟩k −A∗
yAz ⟨Sx⟩k]

(2–60)
其中，a和 b代表的是与电子结构相关的复常量，Im表示虚部。左旋圆偏振光和右旋圆
偏振如果 x分量相位设为相同，那么 y分量的相位应该相差 π，所以在求左右旋偏振差

别时，只需要将公式2–60中的 Ay 用 −Ay 代替即可求得二者之差：

∆I(k) = 2a2Im[(AxA
∗
y) ⟨Sz⟩k]− 4abIm[A∗

yAz ⟨Sx⟩k] (2–61)

所以，ARPES左右旋光所测的态密度之差正比于上式。如果想测量 ⟨Sy⟩，那么可以把
狭缝转到与 y方向平行，或者样品面内转 90度i。

图2–21(a)即展示了圆二色实验的构型，并用红蓝标记了左旋与右旋的差异，从图2–
21(e)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到 Bi2Se3的狄拉克圆锥两条线性能带的自旋相反的特征表现。
类似这样的圆二色 ARPES的实验手段已经被应用在拓扑绝缘体的 Dirac Cone和 Rashba
劈裂的体系中，由于这些材料具有自旋极化性质，自旋在等能面上呈螺旋形分布，根据

总角动量守恒的关系，就能确定其对应的轨道角动量方向分布也呈螺旋形[140,142]。

光电子能谱的强度公式里面，除了圆二色性的本身差异项 (公式2–61)之外，还有
跃迁矩阵元，圆二色项只是个二阶微扰项，所以要定量的分析圆二色性其实非常困难。

正如最早说的，圆二色性 ARPES 手段毕竟一种间接的手段，有很多原因会影响圆二
色的结果，所以真正要判定自旋的方向还需要依赖自旋分辨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 (SR-
ARPES)ii。目前实验中发现不同的效应会导致圆二色性的结果的变化的现象：如同一条

i更多关于如何从实验数据获得面内自旋偏角，可以参见引文 [138]的补充材料，其中包含非常细致的原理与实
验数据分析过程。

ii自旋的测量可以参见引文 [64]中的 Bi薄膜的电子自旋测量，本论文工作未涉及自旋，所以不再细述。

— 43 —



新颖量子材料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能带中，因为束缚能不一样，就会导致圆二色性结果相反[143]；又或是因为末态效应能

量不一样的入射光也可能在同一条能带上测的的圆二色性结论相反[144]。

2.4.5 ARPES实验装置

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主要由光源、样品操作台和能量分析器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2.4.5.1 光源

图 2–22 (a)氦气电离激发灯结构示意图[83]。(b)瑞典 V G− Scienta公司 V UV 5000型号的紫外氦灯
光源 (上)和 V UV 5011微波发生器 (下)。
Fig 2–22 (a) Schematic plot of Helium discharge lamp[83]. (b) Helium lamp real products and microwave
generator.

进行光电子能谱实验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光源。一般光源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 光子能量要大于样品功函数；
2. 入射光的单色性较好；
3. 入射光的光强要足够高。

所以目前ARPES的光源主要有同步辐射光源和离线光源，离线光源一般为稀有气体 (常
用有 He、Xe)放电光源、X 射线、激光光源。
以 He 放电光源为例，其发光主要是基于激发态的 He 等离子体 (电子) 向基态跃

迁时发光，基本结构如图2–22(a) 所示。原理是通过电子回旋共振 (Electron Cyclotron
Resonance, ECR) 产生 He 等离子体，为了满足电子回旋共振的条件，与此同时需要一
个微波生成器产生特定频率微波来耦合磁场中的放电腔室。图2–22(b)展示了上海交大

— 44 —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 实验技术与原理介绍

ARPES所使用的 V G−Scienta公司 V UV 5050型号的氦放电灯及对应的 V UV 5011微波

发生器。此光源主要产生三种能量的紫外光，分别为He-Iα(21.22 eV, ∼ 82%)、He-Iβ(23.1
eV, ∼ 8%)、和 He-II(40.81 eV, ∼ 10%)。可以通过光栅来选取不同能量的光作为入射光。

图 2–23 同步辐射线站光源的光路示意图[84]。
Fig 2–23 Beamline equipped with a plane grating monochromator and a electron analyzer[84].

同步辐射光源是由被加速到相对论速度的高能带电粒子被静态磁场偏转后沿切线

方向所发出的电磁辐射。同步辐射的一大特点就是其辐射的光的频率是连续的。同步辐

射光源相比离线的光源有非常大的优势：光子能量连续可调；不同偏振光可选；入射光

斑小；光强很强；单色性好。根据光子能量的覆盖范围不同，进一步分为高能光源和低

能光源，前者主要用于芯能级的测量，后者用于费米能级附近价态测量，一般同步辐射

中 ARPES所使用的能量范围在 15 eV至 200 eV，由逃逸深度曲线 (图2–9)可知，对应的
探测深度在 5 Å- 15 Å，主要探测了表面。若要研究固体的体态效应，则需要使用 X 射

线波段的光子能量或者更低的紫外光，如 7 eV，对应探测深度为 40 Å。下图2–23即展示
了同步辐射光源的光束线系统，同步辐射光从波荡器出射进入四刀片可调光阑来限制出

射光斑大小，再经过光栅筛选出合适能量再从最后的出射狭缝射出，为了保证前级储存

环中的 “束团”稳定，整个光束线都保持着 10−10 mbar量级真空。

2.4.5.2 能量分析器

实验室使用的是 V G − Scienta R4000 型号的能量分析器，极限分辨率可达 0.25
meV，可收集角度 38◦ 的电子，角度分辨率的极限可达 0.1◦，但实际的能量和角度分辨

率普遍为 1.7 meV和 0.4◦左右。

R4000半球形能量分析器的基本结构如图2–24(a)所示，电子离开样品表面后经过
多级电学透镜 (Lens)减速聚焦后再进入入射狭缝和半球形偏转区进行能量和动量的筛
选，然后经过出射狭缝，最终进入微通道电子倍增平板 (Micro Channel Plate, MCP)，最
后再被 CCD探测到。图2–24(b)形象地展示了电学透镜的内部电子减速和重新聚焦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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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a)能量分析器的结构示意图[86]。(b)角度窗口为 ±15◦，电学透镜电压 2 eV附近针对 0.4 eV
能量窗口，2 eV的电子轨迹的计算模拟，每两组先之间相隔 2度a。(c)半球形能量分析器内部电子
轨迹b。
Fig 2–24 (a) Schematic of a hemispherical analyzer. Photoelectrons are transported from the sample to the
analyzer via a cylindrical electrostatic lens column. Electrons with kinetic energy equal to the pass energy
(Ep) are deflected on a circular orbit marked by the black dotted line. Electrons with kinetic energy above
(below) the pass energy are deflected on larger (smaller) orbits marked by the blue (orange) dotted lines. S1
and S2 mark the analyzer entrance and exit slits, respectively. (b) the path of electrons in lens. (c) The electron
path inside scienta hemispherical analyzer.

a这个图来自 V G ScientaR4000产品手册
bhttps://arpes.stanford.edu/research/beamline-facilities/ssrl-beamline-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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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MicroChannel Plate (MCP)的原理构造图[145]。(a) MCP探测器。(b)探测器电子倍增内部情况
切面[145]。(c)探测器侧截面图[145]。(d) MCP探测器的 SEM图，探测孔内径 2µm。(e) R4000的内部
MCP结构[86]。(f) MCP前侧的栅格[86]。
Fig 2–25 Details of multichannel plate electron amplifiers. (a) Cutaway schematic of asingle MCP[145]. (b)
Cutaway schematic of an incident electron entering a single channel and the ensuing electron cascade[145].
(c) Schematic of an MCP detector utilizing a chevron pair[145]. (d) SEM view of a 2 µm pore diameter MCP
produced by the Burle company a. (e) the base assembly with 14.5 mm active diameter chevron MCP stack,
electrical leads for the front and back of the stack, a soldered lead for biasing the anode, and on board capacitive
coupling of the anode for noise reduction. The signal out is a BNC connector on the rear of the assembly[86].
(f) The added grid[86].

a Photo taken from Burle catalog.Burle Long Life MCP Selection Guide (2006).
参考 http://www.burle.com/cgibin/byteserver.pl/pdf/EP1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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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狭缝处的轨迹。在电子进入半球形分析器后，相同能量但不同动量的电子就会以不同

的角度偏转到对应的出射狭缝位置，如图2–24(c)所示。
分析器的使用中经常会涉及到这么一个概念：通过能 (Pass energy, PE)，所谓通过能

就是能够通过分析器出射狭缝的那些电子的能量窗口。当电子进入分析器，在外电场下

偏转，最终只有在偏转到出射狭缝口宽度这个区域内的电子才能通过且最终被探测到，

这个出射狭缝的宽度和半球形分析器所施加的外电场就限制了通过电子的能量上下阈

值。分析器扫描方式主要有 Sweep mode，Fix mode和 Dither mode。Sweep模式下，PE
值可调，分析器内部电场会持续改变，使设定参数内不同能量的电子都能通过 PE的能
量窗口被接收，Sweep模式能消除 MCP格点的影响，但耗时较长；Fix模式下，PE值
固定，分析器内部的电场固定不变，只接收 PE能量窗口内的电子，Fix模式耗时较短，
但会损失MCP格点外的电子，能谱上可以看到MCP网格的形状；Dither模式是 Sweep
和 Fix混合的一种模式，特点介于两者之间。
在被 CCD最终探测之前，需要将电子信号放大，因为光电效应产生电子数量是很

少的，被能量分析器筛选过后进入出射狭缝的电子更少，这样 CCD是根本无法观测到
的明显信号的。这里要用到 ARPES 一个关键的部件——微通道电子倍增平板 (MCP)，
其外形结构如图2–25(a)所示，从出射狭缝出来的电子进入MCP的一个微通道后后，发
生电子雪崩效应 (2–25(b))，从一个MCP孔后端出射更多电子，这样一级一级不断将电
子数量放大，信号足够强后 (2–25(c))，最终就可以被 CCD探测到。虽然此时电子所携
带的能带信息已经消失，但是从出射狭缝出来的电子在进入MCP的一瞬间就完成了它
的使命，MCP上微孔的位置坐标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能量和动量信息。图2–25(d)为MCP
的扫描电镜 (SEM)下的照片，图2–25(e)和 (f)展示了真实半球形分析器内部的MCP装
置及其前端的网栅格i[86]。

2.4.5.3 本论文工作所用到的 ARPES设备

本论文的工作主要在离线的氦灯 (He,I α 21.2 eV) 作为光源的 ARPES 和同步辐射
远紫外波段的 ARPES 上完成。本论文内使用上海交通大学的 ARPES 涉及的工作有：
Sn薄膜、PbTe、Pb1−xSnxTe；使用美国 ALS Beamline-4.0.3的 ARPES所涉及的工作有：
Ba(Zn1−xMnx)2As2、Pb1−xSnxTe、ZrTe5；使用 ALS Beamline-10.0.1 的 ARPES 所涉及
的工作有：ZrTe5；使用国内合肥中科大国家同步辐射的 Beamline-13U的 ARPES所涉
及的工作有 Ba(Zn1−xMnx)2As2、PtBi2。图2–26为上海交通大学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
(ARPES)和分子束外延 (MBE)的联合设备。图2–27为本论文工作所使用的同步辐射光
源线站 ARPES设备实物照片，分别为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NSRL’s BL13U)和伯

i在引文 [86]有更多仪器拆解内部的结构照片可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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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先进光源同步辐射实验室 (ALS’s BL4)。

图 2–26 上海交通大学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和分子束外延联合系统
Fig 2–26 The ARPES -MBE combined system in SJTU

图 2–27 同步辐射光源 ARPES实验站。左图为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NSRL)，右图为伯克利同
步辐射先进光源实验室 (ALS)。

Fig 2–27 National Synchrotron Radiation Lab in Hefei and Advanced light source in 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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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他表征方法

表征材料物理性质的方法有很多，这里只对本论文中涉及但使用频率较少的，简单

介绍下功能。•输运性质的测量：可以通过 PPMS系统，测量样品的电阻率-温度关系、
霍尔系数、载流子浓度、迁移率、量子震荡等。•磁学性质的测量：通过MPMS(SQUID)
可以测量样品面内面外的磁化率。•样品面内定向：可通过测试样品面内的劳厄图样来
获取面内高对称方向i。真空内定向可以还可以通过 LEED或者 RHEED来判定。•晶格
常数的测量：XRD是测量晶体晶格常数的最常用的手段，且准确性非常高，并且还能
看出样品是否有杂相等信息。

2.6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晶体块体材料和薄膜的生长及本论文工作主要用到几种样品表征

实验方法的基本原理 (包括：RHEED，STM，ARPES等)。对晶体生长和表征方法的掌
握为后续实验工作打下了基础。

i氧原子在劳厄 X 射线波段内的散射截面非常小，所以被称为 X 射线散射透明，对于有些体系来说，需要去除

氧原子后的结构来分析劳厄图样来判定方向，如 Ca3Ru2O7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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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锡烯薄膜在 Bi2Te3(111)基底上的外延生长及能
带结构研究

3.1 研究背景

锡 (Sn) 是第 50 号元素，属于碳 IV 主族元素。锡在 3.72 K 温度下可以成为超导
体。常压下锡单质主要有两种同素异形体。生活中最常见且室温下稳定的单质锡是白

锡 (white Tin)，具有银白色金属光泽，延展性良好，空气中不易氧化，常用来作为其他
金属的防腐层。白锡又称为 β-锡，其晶体结构为体心四方晶系 (body centered tetragonal,
BCT)，如图3–1右图所示，其晶格常数为 a = 0.5829 nm、c = 0.3179 nm。除了白锡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金刚石结构的锡，由于其一般呈暗灰色的碎末状，所以被称为灰锡 (grey
Tin)。灰锡又称 α-锡，其原子之间形成了共价键，是一种半导体，其晶体结构示意图如
图3–1左图，其晶格常数为 a = 0.6452 nm。

图 3–1 α-Sn(灰锡)和 β-Sn(白锡)的晶体结构示意图。
Fig 3–1 Lattice structure of α-Sn and β-Sn.

在低温下，白锡可以转化为灰锡，这种现象常被称为 “锡疫”(如图3–2)。从室温逐渐
降温，白锡金属块会开始慢慢地转变成无定形的灰锡粉末，且随着温度的持续下降，锡

的崩解速度会加快，这其实就是锡的 β → α相变过程。纯锡块体材料的 α和 β相的转变

温度非常接近室温，约为 13.2度[146,147]。锡的相变温度与锡所含的杂质有关，通过控制

掺杂可以间接控制相变温度，比如掺杂铅 Pb、锑 Sb、铟 In、汞 Hg、铋 Bi等能有效抑制
β → α的相变[148,149]，而掺杂锗 Ge就能使相变温度提高会促进 β → α的相变[148,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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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锡疫过程a。−40◦C下，Sn从左至右正在发生从金属的 β相到半导体的 α相的同素异构转化。
背景网格尺寸：1cm。

Fig 3–2 Tin pest process at −40◦C. Grid size: 1 cm.

a“grey tin (tin pest) time-lapse video”. http://www.periodictable.ru/050Sn/Sn_en.html.

理论上认为体材料的 α 锡是零能隙或很小能隙半导体[152–154]，导带和价带由于对

称性诱导在布里渊区的中心 (Γ点)相连，并在该点简并，类似于 HgTe和低 Cd掺杂的
HgTe合金。通过破坏它的晶格反演对称性i，就能使简并消除，并在原来的零能隙的地

方打开一个直接能隙。实验上 α 锡的单晶块体材料早期是由 Ewald 等人[149] 生长出来

的，且测得其为半导体[146,155–158]。由于相变的温度接近室温，研究块体 α锡单晶的性质

非常困难。相对于块材，外延生长的锡薄膜却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3.1.1 α-Sn薄膜的研究意义

关于 α-Sn薄膜，早期有研究显示在 InSb(100)上生长的 α-Sn薄膜与衬底之间会形
成二维电子气[159]，且载流子浓度达到 6 × 1012 cm−1。众所周知，石墨烯有着线性色散

的狄拉克锥形的能带，但是其能隙几乎为零，无法实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但有理论研

究显示，类石墨烯结构的硅 Si、锗 Ge、锡 Sn(被称为硅烯、锗烯、锡烯)也可能具备一
些拓扑的性质[26,34,160–168]。

Sn元素较重，具有可观的自旋轨道耦合效应 (Spin Orbit Coupling, SOC)，有研究结
果表明自由的单原子层 α-Sn单质薄膜 (锡烯，free-standing stanene)可能实现室温的量
子自旋霍尔效应[34,167,169–174]。在强自旋轨道耦合作用下，自由的锡烯本身有着 ∼70 meV
的拓扑能隙[34]，通过吸附不同元素饱和其悬挂键就可能打开更大至 ∼ 0.3 eV的拓扑非
平庸的能隙[34,167]，如图3–3(c)所示。如果将两个单层 α-Sn薄膜加压结合，就能饱和各
自的悬挂键，形成稳定的双层类石墨烯结构，第一性原理计算显示这种结构的薄膜是拓

i比如在某个方向施加一个形变压力，或者掺杂 Ge形成合金 (打开的能隙大小可达 0.55 eV)[151]，或者生长成薄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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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a)、(b)为悬挂键饱和前后的 Sn类石墨烯结构顶视图和侧视图[34]。绿色圆球表示吸附的元素，
蓝色圆球表示 Sn。(c)不同元素饱和悬挂键后的 Sn类石墨烯结构的能隙大小和晶格分布[34]。红色表
示能隙是经历过一次能带反转后再打开的拓扑能隙，蓝色表示普通能隙。
Fig 3–3 (a),(b) Crystal structure for stanene (2D Sn) and decorated stanene (2D SnX) from the top (side) view
[upper (lower)]. X represents the chemical functional group. In a unit cell Sn (X) is related to Sn’(X’) by
an inversion operation. (c) The calculated energy gap for stanene (labeled by “none”) and decorated stanene
(labeled by “-X”) at their equilibrium lattice constants. Red squares and blue circles mark topological and
trivial insulators, respectively.

扑绝缘体，具有 100 meV的能隙[175]。如果通过富余的 Sn原子来饱和单层 α-Sn薄膜的
悬挂键，可以形成一种称为哑铃 (dumbbell)结构的薄膜，理论预言该种结构的 α-Sn薄
膜同样可以实现拓扑非平庸，且能隙可以随着面内晶格常数不同而发生变化[176–178]。通

过控制 α-Sn薄膜悬挂键的对称性及饱和率可以调节 α-Sn薄膜的电子结构，实现半导
体、半金属、绝缘体之间的转变，甚至还可以实现室温的铁磁半金属[179]。更有理论预

言通过对单层 α-Sn薄膜表面进行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的掺杂可以实现超导[180]。

鉴于理论预言 α-Sn薄膜可实现众多诱人的性质，实验上对 α-Sn薄膜的生长及其性
质的研究就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α-Sn薄膜有着重要的应用潜力，Sn薄膜的生长实验
将为后续类石墨结构的二维拓扑绝缘体打下基础。

3.1.2 早期的 α-Sn薄膜生长

α锡 (a = 6.489 Å)是非极性的半导体，300 K下有着 0.08 eV的能隙。早期衬底自然
而然地选择晶格失配度较小的 InSb(a = 6.4798 Å, 0.16%)和 CeTe(a = 6.4829 Å, 0.09%)，
且 InSb和 CdTe在 300 K的半导体能隙分别为 0.17 eV和 1.56 eV。因此，这种异质外延
生长的锡薄膜在发光和远红外激光器件上有很大应用潜力。

Farrow等人通过外延生长的方法在 InSb和 CdTe的表面生长 α锡薄膜，发现 α锡

薄膜相变温度可以被提高到 75◦C[150]。后续的 Osaka等人发现在 InSb(100)衬底上的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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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不同衬底上长出的不同重构的 α-锡薄膜的实验统计表 1
Table 3–1 Different reconstruction of α tin films on various substrates

衬底 α-Sn

晶面 可能重构 可能晶面 可能重构

InSb(100)[150,151,159,171,172,181–190] (4× 2) (100) (1× 1)

c(8× 2) p(2× 1)

p(2× 2)

c(2× 2)

c(4× 4)

InSb(110)[191–194] - (111) (1× 1)

(2× 2)

(3× 3)

InSb(111)[186,189,192,195–201]a (2× 2) (111) (1× 1)

(2× 2)

(3× 3)

InSb(1̄1̄1̄)[186,189,195–198,202]b (2× 2) (111) (1× 1)

(3× 3) (3× 3)

CdTe(100)[150,151,190,203–206] (2× 1) (100) (2× 2)

CdTe(110)[205,207–209] - (111) -

CdTe(111)[205,210–212] (1× 1) (111) (1× 1)

GaP (100)[213] (1× 1) - -

a In截止面的，也称 InSb(111)− A Type。
b Sb截止面的，也称 InSb(111)−B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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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不同衬底上长出的不同重构的 α-锡薄膜的实验统计表 2
Table 3–2 Different reconstruction of α tin films on various substrates

衬底 α-Sn

晶面 可能重构 可能晶面 可能重构

Si(100)[214–219] (2× 1) (100) (2× 2)

(3× 3)

c(4× 4)

(5× 1)

(5× 2)i

(6× 2)

c(8× 4)

(10× 2)ii

Si(111)[45,220–237] (7× 7) (111) (
√
3×

√
3)R30◦

(2
√
3× 2

√
3)R30◦

(3× 3)

(
√
133× 4

√
3)

(3
√
7× 3

√
7)R(30± 10.9◦)

(2
√
91× 2

√
91)R(30± 3◦)

Ge(111)[220,230,237–243] c(8× 2) (111) (
√
3×

√
3)R30◦

(1× 1)

(3× 3)

(3× 2
√
3)

(
√
91×

√
3)

Mo(110)[244–246] (1× 1) (111) (3× 1)

(3× 2)

(4× 1)

c(4× 2)

(5× 2)

i 亚稳相 [217]
ii 亚稳相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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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薄膜能够稳定存在到更高的温度，直至 115◦C 才开始发生相变，而在 InSb(111) 衬
底上的 α-Sn 薄膜的相变温度可以进一步提高到 170◦C，直至开始熔化都没有出现 β-
Sn[197,202,247]。Sn薄膜的生长实验证明衬底表面的对称性对界面能影响很大，可以通过控
制不同衬底上 Sn薄膜的厚度 (<10 Å)抑制 β-Sn的形成。如果 Sn薄膜的厚度超过 10 Å，
那么 Sn薄膜的表面能过大，Sn会更加倾向于积聚形成体能更低、密度更大的 β-Sn。总
之，锡 (Sn)的生长模式非常复杂，往往在不同衬底上表现非常不同，即便是相同的衬
底，也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 Sn薄膜。Sn在 β ↔ α相变点附近的亚稳态比较多，界面

能和体能相互竞争，所以 Sn薄膜对生长条件非常敏感。衬底的温度、晶向、表面重构、
悬挂键、金属性、平整度、最表层原子及其往 Sn中扩散的程度、生长速率、生长膜厚
都会对 Sn薄膜的生长模式产生影响。
从电子器件应用的角度出发，人们希望获得室温稳定的 α-Sn薄膜。60年代到现在，

人们不断摸索和研究 Sn薄膜的生长模式，确定了一些衬底上 Sn薄膜的生长，并提高了
α-Sn薄膜的相变温度。受限于 Sn的 β ↔ α的本征相变温度约为 13◦C稍低于室温，很
多 α-Sn薄膜都选择在室温生长或者低温生长，这样能在成膜的最初就尽可能保证大部
分是 α相 Sn。这里两个列表 (如列表3–1和列表3–2)是对早期 Sn在 InSb、CdTe、Ge、Si
等半导体衬底上生长结果的统计i。

鉴于早期 Sn薄膜的厚度普遍比较厚，还没有实验成功制备出单层的锡烯薄膜，所
以，我们进行了单层锡烯薄膜的生长实验研究。本章接下来就主要介绍我们关于 Sn薄
膜的生长及其原子、电子结构的表征的工作。

3.2 Bi2Te3(111)基底上单层 α-Sn(111)薄膜的MBE生长
3.2.1 Bi2Te3(111)的制备

本论文中选用 Si(111)作为MBE生长 Bi2Te3(111)的最初衬底。Si(111)在 500◦C以
下充分除气，通过快速升温至 1200◦C并停留几秒然后降到室温即可在 RHEED荧光屏
上观察到如图2–4所示的 Si(7× 7)重构点阵；将 Si重新加热至生长 Bi2Te3所需的温度，
约 190 ∼ 250◦C[137,248]；控制蒸发源加热温度使 Te和 Bi的速率比保持在 10：1以上；先
打开 Te源，待 Si的 (7 × 7)重构的加强点阵被削弱至基本消失后打开 Bi源开始生长；
通过 RHEED 衍射条纹强度的震荡来判定生长速率及监控样品的质量，最终控制生长
Bi2Te3薄膜的时间来达到想要的特定厚度的 Bi2Te3薄膜。Bi2Te3薄膜的尺寸约为 3× 10

mm2。

除了薄膜样品之外，我们还使用了单晶块体解理的 Bi2Te3表面作为衬底。块材单晶

i列表中 “-”表示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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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2Te3通过改良的布里奇曼方法制备，如前面章节2.1.1所描述的。单晶的解理方法详见
附录A。单晶 Bi2Te3作为衬底的有效面积约为 1.2× 1.2 mm2。

一些理论工作在用第一性原理计算复合结构时，为了节约计算时间，常常使用 5
QL[249](Quintuple-layer)或者 6 QL[250] 厚度的 Bi2Te3 作为衬底便可以获得很好的近似结
果。Bi2Te3 薄膜厚度达到 4 QL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狄拉克圆锥形的表面态结构，而且此
时的能带与体能带的结构非常接近[248]。但实际上薄膜太薄还会存在一些量子阱态，所

以更厚的 40 QL Bi2Te3 薄膜和单晶 Bi2Te3 体材料解理的表面作为衬底，从能带结构上
基本可以满足半无限大材料的表面的要求i。尽管如此，薄膜终究和解理的表面不一样：

首先，解理样品的原子台阶非常宽，一般在微米量级，而薄膜原子台阶普遍在 100 nm
量级；其次，解理样品表面的缺陷种类及密度会多一些，薄膜样品表面缺陷一般较少；

最后，两者的费米能级位置会有些差别。本章 RHEED的数据都是来自 MBE生长的薄
膜，STM和 ARPES实验则使用了薄膜和单晶样品。

3.2.2 α-Sn(111)薄膜的MBE制备

图 3–4 (a) 40 层 (quintuple layer, QL) Bi2Te3(111) 的 RHEED 条纹。(b) 在 Bi2Te3(111) 上生长一层
Sn(111)的 RHEED条纹。(c) RHEED条纹亮度随生长时间的变化曲线。
Fig 3–4 (a) RHEED pattern of 40 QL Bi2Te3(111). (b)RHEED pattern of one layer Sn(111) on 40 QL
Bi2Te3(111). (c) RHEED oscillation of Sn grown on Bi2Te3.

我们分别实现了在 Bi2Te3薄膜和单晶解理表面的 Sn薄膜生长，且都形成了高质量
的 Sn(111)薄膜。整个 Sn的生长过程使衬底保持室温或者低于室温 (可选择液氮制冷)。
生长前的真空本底约为 1×10−10 Torr，生长 Sn的过程真空度会显示稍差一些 (1×10−9

Torr，Sn的蒸发源内温度高达 960度)。Sn的热蒸发源使用的 Sn原料纯度为 99.999%，并
且为了获得较平整的 Sn薄膜，生长速率被控制在每分钟生长 0.4个单原子层 (Monolayer,
ML)ii。

i真实实验过程中，我们制备了不同层厚的 Bi2Te3(111)薄膜作为衬底，确实发现差别不大。
ii这里说的Monolayer指的就是纯粹的单层原子，不是双原子单层 Bilayer(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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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a) RHEED条纹的形状及亮度随时间的演化图。(b)为 (a)图的瀑布图形式。
Fig 3–5 (a) RHEED line profiles as a function of tin growing time. (b) is the stack of the line profiles.

利用 RHEED 对样品表面非常敏感的特性，我们实时监控了 Sn 薄膜的生长过程。
图3–4(a)展示了 40 QL Bi2Te3(111)衬底的 RHEED条纹，尖锐且明亮的线型条纹意味着
Bi2Te3(111)表面非常平整。整个生长过程中，初期 RHEED各级条纹的形状没有发生明
显变化，条纹亮度会经历一次下降，并再次变强，然后再慢慢下降 (如图3–4(c)所示)，
最后重构开始出现i。RHEED条纹强度的变化曲线上只观察到一个震荡 (Oscillation)，并
没有像早期文献中在 Si或者 InSb衬底[197] 上看到非常多的震荡。图3–4(c)中用蓝色箭
头标记了刚好生长一层 Sn的时间。我们控制生长时间使 Sn薄膜的厚度刚好达到一层，
从图3–4(b)可以看到，RHEED线型条纹除了强度有些减弱之外，形状和条纹间的宽度
相比衬底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也没有出现新的 RHEED 点阵或条纹。为了精确地确
定 RHEED条纹间距在生长前后关系，我们提取了 RHEED条纹随时间演化的信息，如
图3–5所示。整个单层 Sn的生长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演化，RHEED条纹的峰位没有发
生位移，至少在 RHEED这样的精度下，条纹的间距并没有观察到任何变化。
通过单层 Sn薄膜生长过程中的 RHEED观测结果，可以得到关于第一层 Sn薄膜的

如下信息：

• 条纹间距不变:单层 Sn薄膜的面内晶格常数和衬底 Bi2Te3(111)的晶格常数 (a =
4.38 Å)保持一致。

• 线型条纹基本不变：说明 Sn薄膜的面内平整度依然很高，没有三维的岛状结构。
• 没有新的条纹和点阵：说明 Sn薄膜的晶面取向和 Bi2Te3 保持一致，也是 (111)，
且没有其他新的结构出现。

第一层生长完之后，大约在第二层生长将要结束的时候会开始出现疑似 (2 × 2)的

重构，重构点阵本身非常微弱 (位于中央条纹两侧偏上的位置)，几乎很难判断出来 (如

i室温下生长 Sn，大约在二层 (BL)之后开始出现微弱的疑似 2× 2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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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a)第二层 Sn生长结束时 CCD∆t时间内采集的 RHEED条纹。(b)第二层 Sn生长过程 10∆t

时间内的 RHEED条纹叠加。(c)第一层 Sn生长过程 10∆t时间内的 RHEED条纹叠加。(d)第二层生
长前后的 RHEED差异图。红色表示亮度净减弱的区域，蓝色表示亮度净加强的区域，白色表示基本
不变的区域。
Fig 3–6 (a) RHEED pattern of two layers of Sn films. (b) RHEED pattern of two layers of Sn films with 10
times the CCD imaging time. (c) RHEED pattern of one layer of Sn film with 10 times the CCD imaging
time. (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HEED patterns in (b) and (c). Blue and Red region represent the increased
and decreased intensity, respectively.

图3–6(a)所示)。为了确认，我们对 CCD采集强度数据进行更长时间的积分叠加 (如图3–
6(b)所示)，这时候能勉强分辨出中央条纹两侧的重构点阵，但其强度相对线型条纹来
说还是非常的微弱。我们将第一层生长时间内的 RHEED条纹也进行相同时间尺度上的
积分 (如图3–6(c)所示)，没有观察到任何重构点阵，其意味着第一层 Sn的相非常纯净。
为了进一步了解第一层 Sn薄膜到第二层 Sn薄膜之间 RHEED条纹发生的变化，我们将
第二层和第一层的 RHEED积分强度相减，获得了如图3–6(d)所示的差值图，其表征了
第二层生长前后的 RHEED条纹的变化。从差值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第二层生长
的时候，(1× 1)线型条纹的强度大幅减弱了 (负值表示净减弱部分，标记为红色)，重构
(2 × 2)的点阵开始出现 (正值表示净加强部分，标记为蓝色)但强度不高，直到第二层
生长结束，重构强度依旧很微弱。重构的出现说明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的生长模式并非完

全一样，第二层 α-Sn(111)-(1 × 1)相的比例不再是 100%，但依旧占主导，极少部分区
域可能出现重构 (2 × 2)。如果保持衬底温度不变持续生长，(1 × 1)线型条纹变得更宽

更模糊，其强度也会持续变弱，此时更多的点阵会出现，点阵的强度会增强，但强度始

终弱于 (1 × 1)的条纹强度。再继续生长，最后 (2 × 2)点阵和 (1 × 1)条纹的强度都开

始减弱，RHEED衍射条纹变得更模糊，有消失的趋势。整个过程中，Sn薄膜随着厚度
的增加，越来越接近三维的体，表面能急剧上升，因此 Sn薄膜更加倾向于形成能量更
低的三维岛状并转变成 β-Sn相。厚度越厚越容易转变成金属性的 β-Sn相，这与之前小
节3.1.2中 InSb等衬底上的 Sn薄膜结论一致。
总之，Sn薄膜生长模式还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后续更多实验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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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α-Sn(111)薄膜的 STM研究
3.3.1 α-Sn的生长模式 STM研究

上一节我们利用 RHEED研究了 Sn薄膜的生长过程，本节我们利用 STM对 Sn薄
膜具体的原子结构进行表征，并研究了不同覆盖率下的 Sn薄膜的生长情况。STM主要
使用工作在恒流模式，且测试温度在液氮 77 K和液氦 4.2 K。

图 3–7 (a) 400 nm范围 Bi2Te3(111)的表面形貌图。(b) 400 nm范围生长在 Bi2Te3(111)的单层 Sn(111)
表面形貌图。(c)生长完单层 Sn(111)的 Bi2Te3(111)的台阶高度曲线，曲线来自 (b)中的蓝线位置。
Fig 3–7 (a) STM topography of Bi2Te3(111). (b) Large-scale STM topography of stanene film. (c) Height
line profiles in (b).

从 STM的表面 400 nm尺度的形貌图 (如图3–7(a))可以看出，生长的 Bi2Te3薄膜表
面平整度很高，有着 100 nm量级原子级平整的台阶，这与之前尖锐清晰的 RHEED条
纹吻合。第一阶段我们在 Bi2Te3上直接生长了一层量的 Sn，从同样 400nm尺度的形貌
图3–7(b)我们可以看到，Bi2Te3 表面确实覆盖了一层 Sn，且原来 Bi2Te3 衬底本身的台
阶形貌依然清晰可见。按 RHEED定标的速率i，生长完一层量的 Sn后，大形貌台阶的
高度没有发生改变，依然是 ∼ 1 nm，与 Bi2Te3(111)自身台阶高度吻合，这也进一步确
认了生长的 Sn刚好为一层的量ii。图3–9展示了更小范围 40nm内的一层 Sn薄膜的形貌
图，除了一些弯曲的裂缝之外，第一层 Sn基本联通且铺满，已经看不到衬底部分，而且
其上未填入缝隙的 Sn已经开始少量地在第一层表面形成一些小岛。衬底 Bi2Te3(111)薄
膜与本征的 Sn(111)双原子层的晶格iii面内失配率高达 4.8%，这或许就是第一层 Sn薄
膜面内多弯曲的裂缝的成因。

为了了解第一层 Sn薄膜的生长模式，我们分别进行了不同覆盖率的 Sn薄膜生长

i按照 RHEED震荡来定标一层的量生长所需的时间。
ii如果超过一层，那大台阶必然会出现新的高度，如附加了 Sn的台阶高度，此时也无法清晰看见衬底形貌。
iiiaSn = 6.489 Å，aSn(111) = aSn/

√
2 = 4.589 Å，aBi2Te3(111) = 4.38 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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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覆盖率分别控制在：∼ 30%，∼ 85%，∼ 90%。STM对不同覆盖率的形貌图表征
分别如图3–7(a)、(b)、(c)，可以看到随着覆盖率的增加，初期的 Sn小岛开始扩大慢慢连
成一整片。虽然图3–7(a)中小岛的边缘并不是很直，但是岛的形状总体上是三角形，可
以看到很多 60◦ 和 120◦ 的角度，这正是 Sn薄膜为 (111)的特征之一。整个第一层主要
还是层状生长的模式，并少量伴随了第二层的小岛。第一层的高度约为 0.6 nm，大于计
算的晶格压缩后单层iSn薄膜本征高度 0.35 nm。这是因为，实际中 Sn原子层与异质衬
底之间的距离一般大于同质 Sn原子层的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与衬底相互作用的强弱
有关，且 STM实际测得是电子态的高度，严格意义上来讲并非真实原子台阶高度，也
会导致台阶高度偏高。

图 3–8 (a)生长覆盖率 30%的 Sn。(b)生长覆盖率 85%的 Sn。(c)生长覆盖率 90%的 Sn。(d)生长约
1.3层 Sn的形貌图。生长时间如图3–4(c)中黑色箭头所示。
Fig 3–8 (a) 30% coverage of tin on Bi2Te3. (b) 85% coverage of tin on Bi2Te3. (c) 90% coverage of tin on
Bi2Te3. (d) 130% coverage of tin on Bi2Te3.

在获悉了第一层的生长模式后，我们继续往衬底上生长更多的 Sn，覆盖率约达到
130%(如图3–8(d)所示)，希望了解更多层的 Sn的生长模式。从图3–8(d)可以看到，在生

i这里计算说的单层指的是双原子层的单层，Bi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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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一层后，第二层 Sn小岛的三角形状更加明显，明确了薄膜第二层也为 (111)取向。
除了第二层的小岛之外，同时第三层的小岛也开始在很多的第二层岛之上出现，虽然

第一层层状生长为主，但明显从第二层开始，岛状生长的趋势有所增加。这种生长模式

与早期一些工作的结论吻合[45,186,217,219,245,246]，少数层时以层状生长为主，随着膜厚的增

加，开始慢慢变成岛状生长为主，这种生长模式称为 Stranski–Krastanov growth mode(SK:
layer-plus-island)。

图 3–9 (a) 40 nm范围单层 Sn(111)表面形貌图。(b) 20 nm范围 1.3层 Sn(111)表面形貌图。(c)多层
Sn(111)表面的台阶高度曲线，曲线来自 (b)中的黑线位置。
Fig 3–9 (a) STM Zoom-in topography of one layer Sn(111). (b) small-scale STM topography of multiple
layers (1.3 ML) of Sn film. (c) Height line profiles in (b).

从更加小范围内的 Sn薄膜形貌 (图3–9(b))，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二、三层。第一
层基本已经覆盖了 Bi2Te3的表面，在一层之上有些三角形的岛，岛的高度比 STM测得
的第一层低很多。其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岛高度差不多均在 0.35nm左右 (如图3–9(c))，这
与考虑面内晶格压缩的 Sn(111)/Bi2Te3的理论计算结果吻合。虽然在第一层有着异质间
的晶格失配，但并没有观察到明显的 moiré条纹，而是伴随着无序的面外起伏，量级在
0.1 nm(图3–11(b)、(c))。
对于更厚 Sn薄膜的生长模式，后续还需要做更系统的 STM实验研究，所以目前无

法直接得到更厚 Sn薄膜的生长模式，但从目前的较薄层 Sn的生长结论及早期其他衬
底上生长 Sn的结论，可以推断更厚的 Sn薄膜在 Bi2Te3 表面的生长模式应该是岛状生
长模式的可能性较高。

3.3.2 α-Sn薄膜的原子结构 STM研究

在研究了少数层 Sn薄膜的生长模式之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少数层 Sn薄膜各层
的原子结构。按照前一节的生长模式，对于覆盖率约为 130%的 Sn薄膜能用 STM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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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a)覆盖率为 130%的 Sn(111)表面形貌图。(b)、(c)、(d)第一、二、三层 Sn的原子分辨图。
Fig 3–10 (a) STM topography of Sn film with 130% coverage. (b),(c),(d) atomic resolved STM image of
1st,2nd,3rd layers of Sn film.

图 3–11 (a)锡烯原子结构示意图 (顶视图和侧视图)。(b)原子分辨的单层 Sn薄膜。(c) Sn薄膜表面原
子起伏高度曲线，曲线来自 (b)中红线位置。(d) Sn薄膜边缘上下层原子结构，红蓝圆圈分别为 Sn薄
膜上下层的 Sn原子位置的模拟。(e)重新调节颜色和对比度的 Sn薄膜上下层原子结构 STM图。(f)
Sn薄膜上下层原子起伏高度曲线，来自 (d)中的绿线。
Fig 3–11 (a) Top view (upper) and side view (lower) of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stanene. (b) Atomically resolved
STMimage of stanene. (c) Height line profiles in (b). (d) Atomically resolved STM image of top and bottom
atomic layers of stanene. Blue dots mark the lattice of the top Sn atoms. Red dots mark the lattice of the
bottom Sn atoms. The two lattices do not coincide. (e) Atomically resolved STM image of Sn same as (d)
but with different color and contrast. (f) Height line profiles i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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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到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如图3–10(a)中方框区域 1、2、3所示。第一层的 Sn
薄膜普遍有着 100pm的原子起伏，但进行原子分辨 STM实验后，发现即便是在没有原
子缺陷的地方，面内依然有这样高度的起伏。尽管第一层起伏较大，但是除了 Sn(1× 1)

的原子结构之外并没有发现表面重构，且面内的晶格常数也和衬底 Bi2Te3保持一致。第
二层、第三层的原子结构也是 (1× 1)的结构，与第一层一样，也没有观察到其他重构。

所以，少数层的 Sn生长除了层状生长为主之外，同时也能保持三层内的 α-Sn�(1× 1)的

结构。

图 3–12 改变对比度的 Sn薄膜与 Bi2Te3 衬底的台阶处 STM图。(a)改变对比度使显示出衬底顶层
Te原子位置。(b)改变对比度使显示顶层 Sn原子位置。
Fig 3–12 STM image near the edge of stanene island on Bi2Te3. The contrast of the STM image was adjusted
to emphasize. (a) Te atoms of the substrate. (b) Top Sn atoms. Blue dots are the triangular lattice obtained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Te atoms in (a).

原子分辨的 STM图给出了到 Sn(111)原子结构，Sn的最上层的原子是六角密堆积
排列的。由于面内晶格压缩较多，所以 Sn的双原子 (Bilayer, BL)层内之间的距离较大，
在 STM的原子分辨图中，只能看到最上层的 Sn的原子，下层 Sn原子层的结构无法确
定。幸运地是，在生长较少 Sn覆盖率的时候，由于上层几个 Sn原子的缺失，于第一
层 Sn岛的边界上，STM观测到了双原子层 Sn薄膜的下层 Sn原子的结构 (如图3–11(d)、
(e))。下层 Sn原子的结构类似，符合六角密堆积，通过仔细地对比，将上层 Sn原子和下
层 Sn原子的周期点阵延拓，发现两套周期结构并非重合，而是呈密堆积的 A-B堆垛的
形式。STM确定了单层 Sn薄膜为双原子层的 A-B堆垛的结构，如图3–11(a)所示，这样
A-B堆的垛结构形成了类石墨烯结构，只是 A-B原子层的 buckling较大。从提取的高度
分布曲线 (图3–11(f))上，我们可以测量上下层原子间的距离，约为 0.12 nm，这与理论
计算考虑衬底晶格失配并优化结构后的层内上下 Sn原子间距 0.114 nm吻合。至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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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 STM真正确定了 Bi2Te3(111)衬底上 Sn薄膜的双原子层结构及其晶格常数。

图 3–13 锡烯薄膜的原子结构模型。(a)顶层 Sn原子分辨的 STM图并叠加了原子模型结构示意。(b)
单层 Sn层内上下原子分辨的 STM图并叠加了原子模型结构示意。(c)根据 STM的原子分辨图总结
的单层 Sn薄膜与衬底顶层 Te原子的结构模型示意图。
Fig 3–13 Atomic structure model for the 2D stanene on Bi2Te3(111). (a) Top view of the top Sn atoms. (b)
Top view of both the top and bottom Sn atoms. The bottom Sn atoms were observed within the red rectangle.
(c) Side view. The atomic structure model has been superimposed on the measured STM images in (a) and
(b).

除了 Sn的本身结构之外，我们进一步通过原子分辨的 STM实验确定了 Sn的上下
原子层在 Bi2Te3(111)上的相对原子位置。在较少覆盖率 Sn薄膜的岛的边缘，STM同时
分辨出了衬底 Bi2Te3(111)和 Sn薄膜的原子像 (图3–12)。图3–12(a)与 (b)为同一个位置
的 STM图，因为高度差异，需要通过改变对比度分别使衬底和 Sn薄膜的原子肉眼可分
辨。图上的蓝色点阵为衬底 Bi2Te3(111)最上层 Te原子的位置，我们发现 Sn薄膜的上
层 Sn原子的位置与 Te的位置完全吻合，这就确定了 Sn薄膜原子与衬底原子的相对位
置。最后，完整的双原子层 Sn薄膜的结构及在衬底 Bi2Te3(111)上的原子相对位置结构
应该如图3–13所示。
至此为止，我们通过MBE的方法在衬底 Bi2Te3(111)生长了单层的类石墨烯的锡烯

薄膜，并利用 STM研究了其单层及少数层的生长模式和 Sn薄膜原子结构。

3.4 单层 α-Sn(111)薄膜的 ARPES研究
除了利用 STM 研究衬底 Bi2Te3(111) 上的锡烯薄膜的实空间的结构，我们进一步

通过 ARPES 研究了单层锡烯薄膜的电子结构。因为锡烯薄膜非常薄i，所以实验上的

i前面小节提到第一层约为 0.6 nm，ARPES的探测深度普遍集中在在 1 nm到 5 nm之间，所以薄膜较薄的时候依
然可以测到衬底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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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ES测的能谱数据既包含了锡烯薄膜的信号也包含了衬底 Bi2Te3 的信号。为了将锡
烯和衬底的能带区分开，通过改变入射光的能量 (图3–15)和入射光偏振特性来达到改
变光电效应的跃迁矩阵元的目的，最终实现探测不同的能带[84]。

图 3–14 衬底及锡烯薄膜的电子结构对比。(a)和 (b)分别为 He α-I 21.2 eV下测得的薄膜衬底 30QL-
Bi2Te3和生长的单层 Sn薄膜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K̄ 的能带结构。(c)和 (d)分别为同步辐射 74 eV光
子能量的入射光测得的解理的块才衬底 Bi2Te3 和生长的单层 Sn薄膜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K̄ 的能带
结构。蓝色虚线表示锡烯的空穴型能带，橙色的表示来自衬底 Bi2Te3的价带。‘SS’和 ‘CB’分别标记
了来自衬底的表面态和导带。(e)和 (h)分别为衬底 Bi2Te3和生长单层 Sn薄膜的费米面。
Fig 3–14 Band structures of substrate Bi2Te3 and stanene on Bi2Te3. (a) and (b) are the ARPES spectra of
Bi2Te3 and stanene on Bi2Te3 along Γ̄ − K̄ direction by using Helium lamp as incident light (He α-I 21.2
eV). (c),(d) ARPES spectra of Bi2Te3(111) (c) and stanene on Bi2Te3 (d) along the Γ̄ − K̄ direction. The
orange dashed lines mark the bulk band dispersions of Bi2Te3. The blue dotted lines mark the hole bands
of stanene. ‘SS’ marks the surface state and ‘CB’ marks the conduction bands of Bi2Te3. (e) and (f) are the
Fermi surface of Bi2Te3 and Stanene/Bi2Te3 respectively.

3.4.1 单层 α-Sn(111)薄膜的 ARPES实验结果

ARPES实验的光源我们选用实验室的 He灯光源及同步辐射光源，图3–14(a)、(c)
展示了不同光源下衬底 Bi2Te3沿着高对称方向 K̄ − Γ̄− K̄ 的 ARPES能谱图。除了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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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不同入射光子能量下测得的锡烯薄膜电子结构。
Fig 3–15 ARPES spectra of stanene/Bi2Te3 measured by photons of various energies.

形的表面态i在 Γ点附近穿越费米能级，费米波矢约为 0.1 Å−1，其他价带均在费米能级

以下。为了便于后续的能带区分，在图3–14(c)中用黄色的虚线标记衬底 Bi2Te3 靠近 Γ

点附近的价带。在衬底 Bi2Te3 上生长完单层锡烯薄膜后，ARPES测得的能谱发生显著
变化 (3–14(b)、(d))。在图3–14(d)中，衬底 Bi2Te3 的狄拉克锥形表面态已经看不到了，
在 Γ点附近出现了两条新的空穴型能带 (图3–14(d)中被蓝色点线标识出来)。靠外的那
条空穴型能带可以较明显地描绘出色散关系，并且其费米波矢 KF 约为 0.3 Å−1。另外

一条靠内的空穴型能带的强度相对来说要弱一些，但后续通过改变入射光的偏振可以

使其更加明显，同样地可以确定其色散关系。这两条新的空穴型能带均来自锡烯薄膜。

除了这两条新能带，在 Γ点处，费米能级以下 150 meV的地方出现了新的电子型的能
带 (图3–14(d)中白色箭头标识出来)。我们认为新的电子型能带来自衬底 Bi2Te3的导带，
后续将通过对比早期别人的研究工作及表面电子掺杂实验来确认其来源。

显然，随着 Sn薄膜覆盖率的增加，衬底 Bi2Te3的价带信号在ARPES能谱上会越来
越弱且越来越模糊。尽管如此，在单层锡烯/Bi2Te3的 ARPES能谱数据上，依然能够看
到 Bi2Te3 价带的能带色散信息。我们从图3–14(c)中提取出 Bi2Te3 的价带色散信息 (橙

i狄拉克锥形，图3–14(a)改变对比度后的插图,图3–14(c)中用白色箭头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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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a) ARPES测得的锡烯薄膜大范围的费米面。红色的六角框表示表面布里渊区的边界。(b)
cut1和 cut2分别表示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K̄ 和 Γ̄− M̄ 的能带色散。方向如 (a)中黄色虚线表示。(c)、
(d)分别表示在 P偏振和 S偏振下测得的锡烯能带结构。白色虚线表示锡烯能带的两条空穴型能带。
‘CB’和 ‘VB’表示来自衬底的导带和价带。
Fig 3–16 (a) Fermi surface mapping in large momentum space. The red hexagons are the 2D Brillouin zones
of stanene. (b) ARPES spectra along two momentum directions as marked by yellow lines in (a). (c),(d)
ARPES spectra taken under p-polarization and s-polarization respectively. White dotted lines mark the hole
bands of stanene. ‘CB’ and ‘VB’ mark the conduction bands and valence bands of Bi2T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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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虚线)，并将其叠加到锡烯/Bi2Te3 的 ARPES能谱上。为了使真实的能带与提取出来
的价带信息匹配，需要将原先的 Bi2Te3 价带色散往束缚能更高的方向平移约 200 meV。
叠加上 Bi2Te3 价带后，发现确实除了新的来自锡烯薄膜的两条空穴型能带，都还是比
较吻合的。所以，锡烯/Bi2Te3的 ARPES能谱费米能级下的很多价带都可以认为是来自
衬底 Bi2Te3 价带的贡献。生长完单层锡薄膜后，衬底表面的价带会往束缚能更高的方
向移动，这说明 Sn薄膜的生长对表层的 Bi2Te3有电子掺杂的效果，有一部分电子从 Sn
里面转移到下层的衬底 Bi2Te3 的能带中，使其费米能级升高。通过对比之前别人研究
Bi2Te3的能带的理论及 ARPES实验工作[12,13,248]，加上考虑能隙的大小，可以确定 Γ点

新出现的费米能级附近的电子型能带确实是来自衬底 Bi2Te3的导带。

图 3–17 锡烯薄膜的电子结构模型。(a) ARPES测得的锡烯沿着高对称方向 Γ−M −Γ−K −M −K

的能带结构。绿色的虚线表示来自衬底的价带。蓝色点线是对锡烯能带结构的大致描绘。(b)、(c)分
别是 (a)两侧沿着 Γ−K 和 Γ−M 的能量分布曲线 (Energy dispersion curve, EDC)。黑线标注了各个
高对称位置的 EDC。
Fig 3–17 (a) ARPES spectra along the Γ − M − Γ − K − M − K directions. Blue dotted lines mark the
experimental electronic bands of stanene. Green dashed lines mark one of the hole bands of Bi2Te3(111).
(b),(c) EDC of stanene along Γ−K and Γ−M in (a).

为了更多了解能带信息，我们进行了大角度的 ARPES能谱扫描，图3–16(a)展示了
锡烯/Bi2Te3 的动量空间较大范围的费米能级处等能面 (费米面)。费米面覆盖了五个二
维布里渊区，且费米面的能带与图3–14(d)中的费米能级附近两个空穴型能带及电子型
能带吻合。锡烯/Bi2Te3 的费米面与我们所熟知的费米面完全不同，图3–14(e)、(f)分别
展示了衬底 Bi2Te3 和锡烯/Bi2Te3 的的费米面，两者费米面大小及形状完全不一样。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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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Bi2Te3表面第一布里渊区的费米面 (图3–16(a)中用 “I”标记)，展现了三重对称性，这
与实空间中双原子层 (Biatomic layer)的锡烯薄膜原子结构吻合，也是三重对称。虽然不
同布里渊区的能带测得的态密度强度不太一样，但是从大范围的费米面上看到 5个 Γ点

都有空穴型能带，且排布满足 Sn(1×1)的布拉维格子 (Bravais Lattice)，与图3–11(b)STM
的 (1 × 1)结果对应。图3–16(b)分别是从 (a)中第一布里渊区沿着黄色虚线高对称方向
Γ−K −M 与 Γ−M − Γ采集的 ARPES能谱。显然除了两条空穴型能带之外，没有其
他来自 Sn的能带穿越费米能级。M 点与K 点的能带也都保持在费米能级以下至少 500
meV的范围。

图 3–18 Bi2Te3 的电子结构，沿方向 Γ̄− K̄。(a) Bi2Te3 在 74 eV光子能量下测得的费米能级附近的
能带。(b) Bi2Te3在 16 eV光子能量下测得的费米能级附近的能带。
Fig 3–18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Bi2Te3 (a) ARPES spectra measured by photon of 74 eV. (b) ARPES spectra
measured by photon of 16 eV.

为了明确两条空穴型能带的色散，我们对锡烯/Bi2Te3 进行了偏振光依赖的 ARPES
实验。图3–16(c)、(d)就分别是在 P偏振和 S偏振下测得的 Γ点附近沿 Γ−K方向的能带
结构i。其实在 P偏振光下，已经明显观测到 Sn的两条空穴型能带穿越费米能级，但是我
们依然能从 ARPES能谱上看到较强的衬底 Bi2Te3价带和导带的能带色散 (图3–16(c)中
分别用白色箭头指示)，且两条空穴型能带相对于衬底的信号来说，强度上要显得弱一些
(图3–16(c)中用白色点线标记出来)。在 S偏振光条件下，由于跃迁矩阵元的改变，我们
发现衬底的信号被明显地抑制了，而来源于锡烯的两条空穴型能带依然能观测到，且内

侧的那条被加强了。最后，不同偏振极大地帮助我们确定了内侧和外侧空穴型能带各自

iP偏振和 S偏振的实验构型，参见前面章节实验设备原理中图2–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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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散关系。图3–17(a)展示了锡烯/Bi2Te3沿着较完整的高对称方向M−Γ−K−M−K
的 ARPES能谱。我们将靠近费米能级附近不属于纯衬底 Bi2Te3的能带用蓝色圈点标记
出来，这些多出来的能带应该就来源于锡烯薄膜。

图 3–19 锡烯能谱随着表面钾元素掺杂的变化。(a)-(c) P偏振下的锡烯能谱随着 K掺杂时间的变化。
(d)-(f) S偏振下的锡烯能谱随着掺杂 K的时间的变化。橙色圈点标记了为掺杂 K时的锡烯两条空穴
型能带。红色圈点表示随着掺 K时间的增加原先空态被新增电子占据的部分能带。
Fig 3–19 ARPES spectra as a function of potassium deposition time. (a)-(c), Under p-polarization. The outer
hole band is traced. (d)-(f), Under s-polarization. The inner hole band is traced. Red and orange dotted lines
mark the hole bands of stanene. Blue dashed lines marks the third upward hole band. Black dashed lines are
the reference lines.

关于实验上区分出来源于衬底的能带，我们并没有使用早先别人已经发表的关于

Bi2Te3 的局域态密度近似 (Local density approximation, LDA)的理论计算工作 (参考文献
[12])作为参考，因为 LDA的计算结果与 Bi2Te3近期的其他一些 ARPES实验结果 (参考
文献 [251])吻合地不是非常好[251]。我们测得锡烯/Bi2Te3 的 ARPES能谱上在 Γ点靠近

费米能级 500 meV左右，除了来源 Sn的两条空穴型能带之外，还能看到第三条空穴型
能带 (图3–17(a)中绿色虚线段标出)。这条能带如果用 LDA的理论计算结果[12,251]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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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并不能找到匹配，所以是无法确定其来源的，这给区分衬底 Bi2Te3 能带带来困难。
然而，我们从纯 Bi2Te3 衬底上的 ARPES能谱 (图3–14(c))上也看到色散形状类似且能
带位置较符合的空穴型能带。在精细地能谱测量中，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到这样的空穴型

体能带 (图3–18(q))。变换光子能量到更低能，在表面态及狄拉克点的下面，同样可以明
显地看到类似的空穴，如图3–18(b))。近期高精度 GW计算结果[251]，能够吻合实验上更

加精细的能带细节，虽然吻合度上不是很高，但是预测了与我们观测到的类似的 Bi2Te3
空穴型能带。所以 (参考文献 [251])，这为我们的猜测第三个空穴型能带来源于衬底提
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需要通过实验上去验证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对生长完的锡

烯薄膜进行了表面原位的钾元素的低温吸附，以达到界面处能带的电子掺杂效果。同样

地，我们使用了 P偏振和 S偏振光来观测整个掺钾过程 (图3–19所示)。整个过程中，我
们发现，随着吸附钾的时间增加，来自锡烯的两条空穴型能带的费米波矢变得越来越

小，说明电子对这两条能带有显著电子掺杂的效果；而 Γ点处费米能级附近的导带和第

三条空穴型能带的能量位置基本没有发生改变，说明钾元素外层较自由的电子并没有进

入到这些能带中，意味着这些能带来源于距离表面更深处的衬底 Bi2Te3，由于距离钾元
素较远，基本没有电子掺杂的效果。而且，在 S偏振下，衬底的导带和空穴型价带都被
抑制，这也验证了它们同属衬底 Bi2Te3的能带。至此，我们终于从实验上得到了第三条
空穴型能带来源于衬底 Bi2Te3的证据。

3.4.2 DFT理论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的对比

为了便于理解实验结果，我们进行了针对锡烯/Bi2Te3的密度泛函理论 (Density Func-
tion Theory, DFT)计算。如果忽略自旋轨道耦合相互作用，那么自由的锡烯薄膜会在动
量空间的 K和 K’点形成一个狄拉克锥形的能带；如果考虑自旋轨道耦合效应，就会在
该点打开一个能隙[34]。

通过之前的 STM实验，我们知道，在衬底 Bi2Te3上的锡烯薄膜与衬底保持相同的
晶格。衬底 Bi2Te3 的晶格常数为 4.383 Å要比自由的锡烯薄膜晶格常数小 (DFT计算所
使用的晶格常数 4.676 Å[34])。因此，衬底 Bi2Te3对其上锡烯薄膜有面内压缩的应力。考
虑对自由锡烯薄膜施加面内应力，使其面内晶格常数和衬底一致时，其双原子层之间

的起伏从原先的 0.85 Å到 1.09 Å。压缩后的锡烯薄膜 Γ点附近的能带相对 K点的导带
会往更高的能量位置平移，从原来二维拓扑绝缘体转变成金属。对于在 Bi2Te3 上锡烯
薄膜，计算结果显示双原子层中下层的 Sn原子更倾向于束缚在衬底表层 Te与 Te原子
面心的位置 (图3–20(a))，相较于桥位和顶位都要更加稳定，这与我们的实验结果是吻合
的。有趣的是，无论下层的 Sn原子束缚在哪个位置，计算中的锡烯薄膜的结构和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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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非常地相似，这说明衬底 Bi2Te3 和锡烯薄膜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弱，并没有形成较强
的化学键。为了与实验真实情况对比，理论计算采用的原子模型是基于 STM实验上确
定的原子结构，即 Sn原子在 Te原子间的面心凹陷位置 (Hollow位)，如图3–20(a)所示。
理论上经过结构优化后，Bi2Te3 上锡烯薄膜的上层 Sn原子和 Bi2Te3 的 Te原子面内晶
格常数约为 4.42 Å。再把悬挂键需要饱和吸附的可能考虑进来，锡烯薄膜的双原子层的
起伏高度会略微增加至 1.14 Å，这正好与之前 STM的 1.2 Å接近。

图 3–20 锡烯的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的对比。(a)锡烯薄膜在衬底 Bi2Te3上的理论模型。这里为了说
明 Sn和衬底 Bi2Te3 的界面，所以只画出了界面一层 Bi2Te3。(b)按照 (a)中的晶体构型计算出的锡
烯能带结构。红色的实心点表示来自 Sn的贡献，黑色的线表示来自衬底 Bi2Te3的贡献。(c)实验的
数据与密度泛函理论上计算的 Sn贡献部分的能带对比图。
Fig 3–20 Comparison between DFT calculations and experiments. (a),(b) Crystal structure from the top view
(left) and side view (right) (a) and band structure (b) of stanene on Bi2Te3(111). Only the top quintuple layer
of the Bi2Te3(111) surface is shown here. The red dots on the bands illustrate the contribution from stanene,
obtained by a projection of Bloch wavefunctions on stanene atoms. (c)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bands
with DFT calculation of stanene/Bi2Te3. Red dots above the Fermi level are obtained by in situ potassium
deposition that provides the film with electrons.

用这样的模型，如图3–20(b)所示我们得出锡烯/Bi2Te3 的能带结构，并且用红色的
点标记来自锡烯的贡献。由计算的能带可以看出，Bi2Te3(111)衬底上面内被压缩的锡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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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意料中的金属性。然而金属性的锡烯薄膜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要想在应用上发

挥作用，必须想办法将金属性的能带打开能隙使其先成为半导体，比如化学处理 (吸附
卤素)[34,252]。通过化学处理，锡烯的 Pz轨道的悬挂键被饱和，导致能带在 Γ点附近发生

翻转，可以实现量子自旋霍尔态 (QSH)[34]。有理论研究表明，如果能使一半的悬挂键被

饱和，那么可以在锡烯薄膜中诱导出磁性，最终可能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QAH)[252]。

DFT-PBE的计算一般会低估弱吸附体系中的束缚强度。为了搞清楚吸附强弱的影响，我
们人为地将吸附高度减小到 0.5 Å，发现体系能量稍有增加 (0.3 eV)，但是能带上的变化
几乎可以忽略，除了 K点附近能带劈裂的更厉害一些。所有这些理论的计算结果都预
示着锡烯/Bi2Te3 体系中，锡烯薄膜与衬底之间没有形成化学键，所以它们之间耦合作
用很弱。

除了从计算中获知了锡烯/Bi2Te3 系统界面耦合作用较弱之外，还可以获得其他一
些重要的信息。•第一，衬底 Bi2Te3的导带被部分占据了，意味着一些电子从锡烯转移
到了衬底，这与ARPES实验数据吻合。最后结果就是，在费米能级处 Γ点的位置，同时

有两条来自锡烯的空穴型能带和衬底 Bi2Te3的导带，这也与 ARPES实验结论一致 •第
二,衬底的存在，打破了整个系统的空间反演对称性，导致了锡烯能带的劈裂，且 K点
能带相比 Γ点能带劈裂程度更明显 (图3–20(b))。•第三，锡烯在 K点的能隙对锡烯所处
的化学环境非常敏感，比如说衬底或者真空腔中氢的吸附都会产生影响。锡烯 K点附
近的相关能带主要来源于 Sn的 Pz 轨道。Pz 轨道由于其未配对饱和的性质，所以化学

活性非常高，非常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计算结果显示，尤其当锡烯薄膜悬挂键饱和率增

加或者减小吸附的高度时，在 K点的能隙就会增大。一个极端的情况的例子就是，当锡
烯薄膜的所有悬挂键都被氢原子饱和后，那么 K点的能隙就能达到 6 eV。由于事情的
真空生长条件，无法避免真空中没有氢原子吸附，所以锡烯薄膜在 K点的能带结构会
随着生长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最后，我们将 DFT的计算结果与实验上确定的锡烯能带进行对比，如图3–20(c)所
示。图中费米能级之上的红色圆圈是通过原位的表面蒸钾 (电子掺杂)后得到的，代表部
分空态信息。需要说明的是，图3–20(c)的计算结果只采用了 Sn的贡献成分，不包含衬
底，实验结果也是排除了衬底信息之后的。从对比的图中，可以看出，在 Γ点附近的能

带与计算符合得非常好，都有两个空穴型能带穿越费米能级，且费米波矢的大小也能对

应起来；甚至连 Γ −M 方向的能带也符合的较好，只是实验的能带跨越能量宽度比计

算的要稍小一些；然而，沿着 Γ − K 的能带却与计算有着非常大的差别。理论计算的

能带结果中在 K点有一条来自 Pz 轨道且靠近费米能级附近的空穴型能带，但是实验上

并没有观测到。正如前面所说，Pz 轨道有着未饱和的属性，所以锡烯薄膜很容易吸附

一些原子使悬挂键饱和，这样会导致 Pz 轨道的能带远离费米能级。真正的实验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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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是由于氢原子的吸附作用才导致理论和计算的差异，因为计算并未考虑吸附，而实

验难免保证化学活性很强的表面悬挂键不被饱和。不管怎样，锡烯薄膜的吸附毕竟只会

影响到 K点的能带，而 Γ点的能带是不会受影响的，反过来，这种 K点能带强烈的环
境敏感，或许也可以利用来调控锡烯薄膜的性质。当然，为了饱和这些悬挂键，很多理

论工作也提出一些方案，比如化学处理吸附卤素[34]；用更多的 Sn原子来饱和锡烯悬挂
键形成哑铃状锡烯层[176,253]；或者直接增加锡烯薄膜的厚度[160]；或者与衬底形成共价

键[167,252]；再或者用双层锡烯相互饱和各自的悬挂键[175]。这些多样的锡烯衍生物或许也

具有这多样的量子性质，如量子自旋或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QSH & QAH)。
综上所述，我们在衬底 Bi2Te3 上成功地制备了超薄的二维锡烯薄膜，并从实验上

确定了其原子结构和电子结构。Γ点的两条锡烯空穴型能带，在 Rashba效应i的作用下，

有可能会成为拓扑超导产生的平台[255]。目前我们的锡烯薄膜虽然表现为金属性，但是

有可能通过化学反应、饱和悬挂键等手段使其产生新的能隙，并可能实现量子自旋或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 (QSH & QAH)[34,167,252]。锡烯未来的研究前景还是非常广阔，我们的工

作结果为后续锡烯性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3.5 后续实验可能生长 Sn(111)的一些候选衬底
从之前的文献上各种衬底上 Sn的情况来看，我们对 Sn的生长做一些简单的经验性

小结：Sn薄膜一般都在室温或低温生长，有时候可能会在 100◦C左右退火；如果衬底
是 (111)面的，那生长出来的 Sn薄膜也一般为 (111)面；如果衬底的表面有悬挂键，那
衬底的晶格常数一般与 Sn的晶格常数匹配 (如 InSb、CdTe)，且此时 Sn膜可以长得很
厚至几百个 Å，并且 α ↔ β相变温度会高一些，有的能到 170◦C；如果衬底是单质，那
Sn薄膜会有非常复杂的重构相，但普遍比较平整，且 α相 Sn普遍比较薄，鲜有文献明
确提及相变温度提高 (如 Si、Ge)。
我们自己在其他不同衬底上的 Sn薄膜生长经验上总结：解理的云母 (绝缘)上生长

Sn，RHEED上能观察到云母的衍射条纹被覆盖，但是看不到任何新的条纹，可能长成
了无定形的 Sn，盖 Se取出测量输运性质，发现是个半导体 (后期猜测 Sn和 Se界面室
温下反应，形成 SnSe)；Bi2Te3较少层数的 Sn能长得不错；PbTe虽然晶格失配比 Bi2Te3
要小，但 Sn 薄膜不如 Bi2Te3 上的平整，生长模式不是单纯层状生长；晶格拉伸后的
Bi2Te3上，情况比 PbTe稍好，成膜也成岛，但衬底的平整度很难控制。
为了更高效地寻找能够生长较平整且稳定 α-Sn薄膜的可能衬底，作者做了一些经

验性猜测：•衬底的晶格常数与 α-Sn(111)的失配率小；•衬底表面尽可能没有强极性的

iRashba效应本质上是二维材料（异质结或者表面态）上由于（1）自旋轨道耦合和（2）沿界面法向的空间对称
破缺所造成的能带自旋劈裂效应[6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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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键 (虽然悬挂键的束缚有利于 α-Sn的稳定，但也使表面的 Sn原子很难移动弛豫成
平整的膜)；•衬底是金属，表面的金属键比较自由可以促使 Sn形成平整的膜i；•衬底是
二维的层状材料，且有着金属性的表面 (如 Bi2Te3的金属性的表面态)。
所以后续实验上值得尝试的衬底列表如下：

表 3–3能生长较平整 α-锡薄膜的可能衬底猜测
Table 3–3 good substrate candidates for α tin films

衬底* 备注

各类衬底上的石墨烯[256,257] SiC表面处理高质量单层石墨烯 [258]
金属 (Al、Ag、Au、Cu、Pt、Ni、Ir、Pd)[259,260] 金属键

碳 IV族类烯单质 硅烯、锗烯

3D拓扑绝缘体[261] 金属性表面态；Van der Waals层状结构
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 (NbSe2、WTe2、MoSe2等) Van der Waals层状结构
类石墨烯单质 (黑磷、Bi) 层状结构

类石墨烯二元化合物 (h-BN等)[262] Van der Waals层状结构
金属合金 (如 PtBi2) 表面态；Van der Waals层状结构
拓扑晶体绝缘体 (如 SnTe(111)、PbTe) 金属性表面态

碱土金属碲化物 (如 BaTe、SrTe、CaTe)[167] 参见理论文献 [167]
PbI2[263] 参见理论文献 [263]
Al2O3

[264] 参见理论文献 [264]
InSe、GaTe[166] 参见理论文献 [166]

* 部分衬底的实物图可参见http://hqgraphene.com

3.6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详细介绍了我们在单层 α-Sn(111)(锡烯)方面的实验工作。利用MBE，我
们成功地在薄膜和单晶解理的 Bi2Te3(111)衬底上制备出了单层锡烯薄膜。通过 STM确
定了单层锡烯薄膜呈 A-B堆垛低度翘曲的六角蜂窝状结构，并确定了锡烯在基底上的
外延方式。通过 MBE与 STM结合的实验，我们发现锡烯能在较薄几层内维持 (1 × 1)

结构，保持了较好的层状生长模式。经过一系列的光子能量可调、偏振可调、原位蒸钾

i理论上的计算表明 α-Sn可以在很多金属 (111)面成平整的膜，有的甚至可以弛豫成没有起伏完全和石墨烯一致
的单原子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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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RPES实验，我们确定了锡烯薄膜的能带结构及部分空态结构，实验测得的电子结
构和第一性原理计算的结果符合地很好。

类石墨烯的单层锡烯薄膜实验上的实现为后续锡烯性质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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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ZrTe5的电子结构研究

4.1 研究背景

ZrTe5有着准一维链状的晶体结构，如图4–1所示，可以清晰地看到 ZrTe5以 a轴方

向的 Zr原子链为基础，b轴方向上直接就是范德华尔斯层，c轴方向上通过 Te原子将
近邻的原子链连接起来，其中图4–1(d)对应其倒格子空间中的第一布里渊区。

图 4–1 (a)-(c)分别对应 ZrTe5 的原子结构的立体示意图，侧视图和顶视图。[265] (d) ZrTe5 的布里渊区
及沿着 b轴方向的表面布里渊区投影。[266]

Fig 4–1 (a)–(c) Perspective view (a), side view (b) and top view (c) of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ZrTe5.[265] (d)
Bulk and surface projected Brillouin Zone(BZ) of ZrTe5.[266]

早在 1973 年二维层状材料 ZrTe5 就被合成出来[267]，其电阻与温度的变化曲线中

大约在 Tp = 145 K左右出现了一个新奇的峰[268–273]，且随着外加磁场的引入 Tp 也会增
大[274]。这个电阻峰所对应的温度会随着样品的杂质或掺杂而异，样品越纯净 Tp会越降
低[269]，最新的最低的 Tp为 ∼ 60 K[275]。同时在这个温度伴随着霍尔系数和热电率符号

的变号过程[276–278]。关于输运上这个新奇的峰出现的起源，长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并

且仍然解释众多，如：结构相变[269,279]、电荷/自旋密度波[271]、极化子行为[280]、半金属-半
导体转变[278]、温度导致的能带位移[281] 等。随着拓扑材料的火热兴起，人们开始关注

ZrTe5的拓扑性质，有理论预言单层的 ZrTe5为大能隙的二维拓扑绝缘体[275,282–285]，同时

块体的 ZrTe5 可以通过改变温度来达到强与弱拓扑绝缘体的相变[286]，实验上加压还能

变成超导体[285]。然而后续不同科研组的实验得出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一些输运的

实验结果显示其可能为三维狄拉克半金属[275,282,283] 或者准二维的狄拉克半金属[287]；一

些 ARPES实验和 STM实验的结果显示其可能为弱拓扑绝缘体[288,289]；另一些 ARPES、
STM、SQUID实验的结果显示其可能为强拓扑绝缘体[266,290,291]。最近有理论计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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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ZrTe5的性质对晶格常数非常敏感，尤其是 b轴晶格常数的变化会导致强拓扑绝缘体
与弱拓扑绝缘体之间的转变[266,292]。最新的研究工作有迹象显示 ZrTe5 不是三维狄拉克
半金属，因为体能带有着能隙，只是因为这个体能隙非常小，约为 50 meV，且体能带正
好呈线性色散，所以才导致了输运上测得的类似三维狄拉克费米子的行为[266,291]。

图 4–2 ZrTe5 的 STM 和 STS 测量。I.(a) ZrTe5 的 a-c 面台阶处的形貌图。(偏压 −1.6 V，隧穿电流
100 pA)[265] I.(b)，(c)为图 I.(a)中沿着黑色实线位置做的一系列 dI/dV 扫描隧道谱。[265] I.(d)远离台阶
位置的 dI/dV 扫描隧道谱.[265] II.(a)沿着插图中垂直台阶的红线的一系列微分电导谱 (I = 500 pA,V
= 500 mV)。[289] II.(b)单原子层的 ZrTe5 的理论计算的态密度分布曲线.[289] 插图展现了沿着原子链 (b
轴)方向的单层中边缘态的理论计算态密度分布曲线。[289] II.(c)微分电导谱显示出边缘态的演化。[289]

II.(d)沿着原子链 (b轴)方向的单层 ZrTe5理论计算的边缘态能带色散。[289] II.(e)能隙内归一化的电导
积分与距离台阶边缘距离的关系曲线。[289]

Fig 4–2 STM/STS measurements on the pristine ZrTe5. I.(a) STM topography image with a step (bias voltage
= −1.6 V, tunneling current = 100 pA).[265] I.(b), (c) The dI/dV curves collected along the solid black arrow
in panel II.(a).[265] I.(d) A typical dI/dV curve far away from the step showing V-shape total density of state
around EF .[265] II.(a) Tunneling differential conductance spectra along a line perpendicular to a monolayer
step edge (I = 500 pA,V = 500 mV).[289] II.(b) Calculated DOS of the top monolayer.[289] The inset shows the
calculated DOS of the edge states of the monolayer along the chain direction.[289] II.(c) Evolution of the edge
states.[289] II.(d) Calculated band dispersions of the edge states of the monolayer along the chain direction.[289]

II.(e) Normalized conductance integral within the gap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the distance from the edge.[289]

目前描述 ZrTe5为弱拓扑绝缘体的 ARPES实验中，并没有直接观测的边缘态 (一般
也较难看到，边缘和表面的比重太低)，但是 STM实验中都在台阶边缘看到了一些边缘
态的迹象[265,288,289]，如图4–2所示，支持了 ZrTe5为弱拓扑绝缘体。最近的 STM实验在远
离台阶的表面的 STS谱测量中没有看到 DOS为零[266]，而在 ARPES上却观察到了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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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50 meV的能隙[281,282,293]，同时在能隙中，表面态也被后续观测到[266]，这些 ARPES
结果又间接支持了 ZrTe5为强拓扑绝缘体。
鉴于 ZrTe5 这种材料结构的特殊性，且 ARPES实验上还没有观测到较有说服力的

弱拓扑绝缘体的证据，我们尝试进行了 ZrTe5 侧面的 ARPES研究，并最终观测到了侧
面的边缘态。本章将具体介绍 ZrTe5侧面的能带结构研究。

4.2 实验方法

高质量的 ZrTe5样品是在一个双温区的管式炉内通过碘蒸气运输方法制备合成。准
备过程中，高纯度的 Zr 和 Te 元素的颗粒和粉末放置在石英试管内并于真空中封装。
ZrTe5 的晶体会在温度梯度 500 ∼ 450◦C区间内通过化学输运反应的方式形成长大，整
个过程大约需要 14天。反应中负责输运的碘的浓度为 10 mg·cm−3。因为 ZrTe5 本身的
晶体结构，沿着准一维原子链方向的 a轴会相比 b轴和 c轴生长地要更快一些，所以最

后成形的晶体形状类似针状。

ARPES的实验是在合肥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NSRL)的 Beamline-13U光束线站、
上海光源 (SSRF) 的 Beamline-09U 光束线、美国先进光源 (ALS) 的 Beamline-4.0.3 和
Beamline-10.0.1光束线站上完成。测试腔的本底真空普遍好于 1×10−10 Torr，最好的真
空本底为 1×10−11 Torr，测试样品在原位低温解理并始终保持在 15 K，ARPES的能量
分析器主要是 V G − Scienta公司的 R4000型和 R8000型分析器。能量分辨率好于 15
meV，角度分辨率好于 0.3◦。入射光源的能量范围从 20 eV至 120 eV，均为 LH偏振 (P
偏振)，样品解理面 a-c面和 a-b面均进行了 ARPES实验。由于样品是准一维的链状结
构，所以制备的样品往往为条状，并将解理棒的截面形状打磨成样品形状，再粘上后传

入真空原位解理。测试过程中样品的温度始终保持低于 40K。a-b面和 a-c面的测试样
品是在高倍率光学显微镜下区分后分别制备。

4.3 ZrTe5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研究
4.3.1 a-c面内的能带

目前所有的关于 ZrTe5 的 ARPES研究都是对 ZrTe5 a-c面的解理面，因为 a-c面之
间是范德华尔斯层，类似石墨层之间，其作用力比 Bi2Se3层之间还要弱[286]。

很自然地，首先对最易解理的 a-c面进行研究，在 ZrTe5的 a-c面进行解理后测得的
ARPES能谱色散如图4–3所示。由上文知道 ZrTe5的布里渊区在 a-c平面内投影为长方，
图4–3(b)即为对应的表面布里渊区投影示意。在能量 hν=27 eV光子的光源条件下所测
得的费米面及等能面 (图4–3(a))也如预料中地满足长方的对称性。费米面图4–3(a).(i)标

— 81 —



新颖量子材料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图 4–3 ZrTe5样品 a-c面内测的的能带结构。入射光子能量为 27 eV。(a)动量空间 a-c平面内表面布
里渊区的等能面，束缚能位置分别为 0 meV、200 meV、400 meV、600 meV。(b)动量空间 a-c平面
内表面布里渊区示意图。(c)为 (a)中黄色虚线位置 1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Z̄ − Γ̄能带色散。(d)为 (a)
中黄色虚线位置 2沿着高对称方向 X̄ − Γ̄− X̄ 能带色散。(e)为 (a)中黄色虚线位置 3沿着高对称方
向 M̄ − Z̄ − M̄ 能带色散。(f)为 (a)中黄色虚线位置 4沿着高对称方向 X̄ − Γ̄− X̄ 能带色散。
Fig 4–3 Electronic structure in a-c plane. The incident photo energy is 27 eV. (a) Constant energy contour of
the ARPES intensity at EB = 0 meV (FS), 200 meV, 400 meV, 600 meV as a function of a-c plane momentum.
(b) Schematic view of the surface BZ in a-c plane. (c) Valence band dispersion at position 1 in (a) along the
Γ̄ − Z̄ − Γ̄ direction. (d) Valence band dispersion at position 2 in (a) along the X̄ − Γ̄ − X̄ direction. (e)
Valence band dispersion at position 3 in (a) along the M̄ − Z̄ − M̄ direction. (f) Valence band dispersion at
position 4 in (a) along the X̄ − Γ̄− X̄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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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了 1-4不同位置高对称方向，其能带色散分别对应图4–3(c)、(d)、(e)、(f)，沿着 Γ̄− X̄

和 Γ̄− Z̄ 两个方向上都有着很强烈的色散，在布里渊区中心 Γ̄点处形成空穴型能带，其

能带的大尺度上结构基本与参考文献 [286]中的 ab initio计算的 ZrTe5能带结果一致。从
实验能带线性色散的部分提取出的 Γ̄− X̄ 方向的斜率为 6.31 eV·Å，Γ̄− Z̄方向的斜率为

4.48 eV·Å。能带的斜率与之前其他一些组的 ARPES实验结论[265,281,282] i差不多，细微的

差别可能是因为还有 kz色散的缘故，入射光子能量不一样所致。除此之外，能带沿着各
个高对称方向 (M̄−Z̄方向上的能带也为 “M”形)及一系列的等能面 (图4–3(a) i - iv)均与
ZrTe5 其他研究组 ARPES实验结果[265,266,282,289,290,294] 吻合 (它们之间关注点不同得出的
结论有些差异，但能带形状是相似的)。a-c面的ARPES实验并未继续深入，所以目前数
据在实验上还不能从 a-c面判断 ZrTe5属于狄拉克半金属 (Dirac Semimetal, DSM)、强拓
扑绝缘体 (Strong Topological Insulator, STI)或弱拓扑绝缘体 (Weak Topological Insulator,
WTI)，但是与其他研究组解理 ZrTe5 a-c面的 ARPES实验结果基本一致这一点，可以明
确地确定我们的 ZrTe5 确实也是解理了 a-c面。总之，从 a-c面的能带结构上来看，验
证了我们解理的 ZrTe5也为 a-c面，此外，并无新的发现。

4.3.2 a-b面内的能带

目前关于 ZrTe5的性质还存在一些争议，尤其是强弱拓扑绝缘体之分。理论上给出
了一种解释，即 ZrTe5 的性质对晶格常数非常敏感，b轴稍微增大一些就会发生从强拓
扑绝缘体到弱拓扑绝缘体的转变，这个临界值为 b/2 ≈ 7.35 Å[266,292]。目前已有的ARPES
实验所用的 ZrTe5 的 b 轴晶格常数普遍在 14.5 Å，即使温度升高至 300 K 考虑晶格膨
胀[266]，b轴晶格也依然处在强拓扑绝缘体的区域内。强与弱拓扑绝缘体的区别就是弱拓

扑绝缘体层间相互作用较弱依然保留着边缘态，从理论计算原子层的 ZrTe5是二维拓扑
绝缘体[275,282–285]，所以从二维变成三维的过程中，如果是强拓扑绝缘体那么侧面的边缘

态之间耦合最终形成拓扑保护的表面态，而如果是弱拓扑绝缘体，那么侧面无法形成拓

扑保护的表面态而是形成弱耦合后的边缘态。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对 ZrTe5 进行 a-b面
的 ARPES实验，试图通过直接探测 ZrTe5的侧面能带来了解其性质。
从 ZrTe5的晶体结构 (图4–1)可以看出：a-c面之间是范德华尔斯作用力，可以解理

出 a-c面；由于 ZrTe5 的结构可以看成沿着 a轴的 ZrTe3 原子链之间在 b轴方向通过额

外两个的 Te原子以 zig-zag的方式链接起来[286,295,296]，且这两个 Te之间作用力非常弱
很容易断裂，所以 a-b 面解理也是可能的，只是解理过程中需要撕断较弱的 Te-Te 键。
关于 a-b面的解理，解理完的样品表面看上去似乎并没有 a-c面那样光滑，看上去要黯

iARPES文献 [281]：Γ̄− X̄：5.8×105m/s；ARPES文献 [265]：Γ̄− X̄：6.6 eV·Å，Γ̄− Z̄：5.4 eV·Å；ARPES文
献 [282]：Γ̄− X̄：6.4 eV·Å，Γ̄− Z̄：4.5 eV·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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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粗糙一些，且有非常明显的链条形状，这也是从肉眼上看到的两种表面的区别，符合

ZrTe5的链状结构。

图 4–4 ZrTe5样品 a-b面内测的的能带结构。入射光子能量为 60 eV。(a)动量空间 a-b平面内表面布
里渊区的等能面，束缚能位置分别为 1000 meV、680 meV、330 meV、0 meV。(b)动量空间 a-b平面内
表面布里渊区示意图。(c)为 (a)中绿色虚线位置 1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Ȳ 能带色散。(d)为 (a)中绿
色虚线位置 2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X̄ 能带色散。(e)为 (a)中绿色虚线位置 3沿着高对称方向 Ȳ − X̄1

能带色散。
Fig 4–4 Electronic structure in a-b plane. The incident photo energy is 60 eV. (a) Constant energy maps
taken at slected binding energy(EB = 1000 meV, EB = 680 meV, EB = 330 meV, EF ), bule dash line are the
boundaries of the surface BZ. (b) Schematic view of the surface BZ in a-b plane. (c) Valence band dispersion
along high symmetric direction Γ̄− Ȳ at position 1 in (a). (d) Valence band dispersion along high symmetric
direction Γ̄− X̄ at position 2 in (a). (e) Valence band dispersion along high symmetric direction Ȳ − X̄1 at
position 3 in (a).

我们对 a-b面的解理面进行 ARPES研究，在 ZrTe5 a-b面内测得的能带色散如图4–
4所示，可以明显看到，这个面内测得的能带色散与上一小节 a-c面内的 (图4–3)完全不
同。a-b面内的表面布里渊区的投影是一个拉长的六边形，图4–4(b)为对应的示意图。在
光子能量 60 eV的入射光下，通过大角度能谱Mapping扫描获得了相应的费米面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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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位置的等能面 (如图4–4(a))。图4–4(a)所展现的能谱形状和对称性符合 a-b面表面
布里渊区的对称性，图中用蓝色的虚线标记了 a-b面表面布里渊区的边界，所以确实可
以直接观测到 a-b面的能带色散。从束缚能 Eb = 330 meV的等能面的色散中看到两条明
显的平行能带，且一直沿着 kb 的方向垂直穿越了表面布里渊区的边界，这说明该条能

带沿着 kb 并没有明显的色散。在束缚能更大的位置 (Eb = 1000 meV, Eb = 680 meV)，从
等能面可以看到在表面布里渊区中心 Γ̄点附近存在着一些色散较强烈的能带，这些来

自体能带。图4–4(c)、(d)、(e)展示了三个高对称方向的能谱色散，其在动量空间对应的
位置如图4–4(a)中费米面标记的绿色虚线 1、2、3。沿着 Γ̄ − X̄ 和 Ȳ − X̄1 的能带色散

中可以较明显地看到费米能级附近两条沿着 ka 方向线性色散的能带，其斜率约为 4.66
eV·Å。除了无 kb 色散的平行能带，费米能级附近 0.5 eV的范围内都没有观测到其他能
带色散，一直到费米能级以下 0.65 eV于 Γ̄点才开始出现两条相互靠近挨着的能带，这

两条能带沿着 Γ̄ − Ȳ 的色散与参考文献 [286]采用 mBJ势的理论计算中 “Γ − Y ”方向
i 费米能级以下 0.6 eV处的两条能带色散吻合。为了后续便于描述，将这两条上下靠近
的能带分别标记为 h1和 h2能带，靠上的那条为 h1。虽然实验的 Γ̄− Ȳ 方向体能带 h1
和 h2能够与计算吻合，但并没有在该高对称方向上观测到 a-b面的理论计算所对应的
表面态能带。从束缚能较大的等能面 (图4–4(a) EB = 1000 meV)上来看，h2的等能面是
一个闭合的圈，但是 h1却在布里渊区边界表现出了沿着 kb方向的准一维特性，垂直穿
越了表面布里渊区。虽然从图4–4(d)、(e)上来看，h1和 h2在高对称方向 Γ̄− X̄ 上似乎

也具有线性的色散且斜率和费米能级附近的平行能带斜率接近，但由于其距离费米能级

很远，所以电输运上看不到 h1和 h2的信息。关于体能带 h1的准一维性，也有其他研
究组在 a-c面的 ARPES实验上看到类似的准一维性，其能带处在费米能级以下 0.72 eV
处，且准一维性的方向是沿着 kc[281]。对于 ZrTe5 这种准一维链状结构的材料来说，体
能带在 b和 c轴方向出现准一维的性质也是合理的，因为 c轴是靠非常弱的 Te-Te键连
接原子链，b轴是靠更弱的范德华尔斯力连接原子链，所以必然出现一些准一维的性质。

为了进一步了解 a-b面能带的信息，我们进行了不同入射光子能量下的 ARPES实
验，获得了不同 kz 下能带的色散关系，如图4–5所示。图4–5(a)中展示了在入射光子能
量为 52 eV下的 a-b面的费米面，其扫描范围覆盖了两个布里渊区，两条平行能带并没
有在一个布里渊区内封闭成环的迹象而是径直穿过表面布里渊区的边界。沿着高对称方

向 Γ̄− X̄ 的能带色散随入射光子能量的变化如图4–5(b)所示，这里列出了能量从 40 eV
到 64 eV的色散。虽然看到了一些模糊的体能带的信号，但正如白色虚线标记的，费米
能级附近的两条能带的形状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说明这两条能带沿着 kc 方向也

i对应原文献的 Γ− Z，与本文中 “Γ− Y ”指代的是同一个高对称方向，本文是为了便于描述 a-b面能带，标记
的布里渊区高对称点的名称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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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ZrTe5样品 a-b面内能带的 kz 色散。(a)光子能量 52 eV的入射光条件下测的费米面。(b)不同
入射光子能量下 Γ̄− X̄ 的能带色散。
Fig 4–5 Photon energy dependence of the valence band in a-b plane. (a) Fermi surface map with incident
photon energy hν = 52 eV. (b) valence band dispersion along high symmetric direction Γ̄− X̄ (yellow dash
line in (a)) with various incident photon energy. White dotted line are the guide of one dimensional band for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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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布里渊区中一维能带示意图。(a)左边是从Ka = 0 Å−1的动量空间位置处的 kz 色散提取出来
的束缚能 - 200 meV处的Ka −Kc平面内的等能面。右边是不同能量下的Ka −Kb平面内的束缚能
- 200 meV处的等能面堆叠。(b) ZrTe5 在动量空间中的第一布里渊区并配上了对应 a-c和 a-b面内的
表面布里渊区投影。橙色的平面是对束缚能 - 200 meV处的一维能带的示意。表面布里渊区里的橙色
实线标记了一维能带在其对应平面内的投影。
Fig 4–6 One dimensional band dispersion in BZ. (a) Left part is the photon energy dependence of bands along
Γ − Z direction in Ka − Kc plane at Ka = 0 Å−1 and EB = - 200 meV. Right part is the stacking plot of
constant energy contours in Ka −Kb plane at fixed binding energy (EB = - 200 meV) with various incident
photon energy. (b) The bulk Brillouin zone (BZ) and the projected surface BZ in a-c and a-b plane. The
orange plane is a schematic diagram for fermi surface of one dimensional bands in BZ. Orange solid lines are
the corresponding projection in a-c and a-b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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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色散。至此，我们观测到了沿着 kb和 kc都没有色散的能带，只有沿着 ka有着线性
色散，所以基本可以推断费米能级附近的这条能带是只沿 ka 有色散的一维边缘态，而
非表面态。从图4–5(b)中还能看到位于费米能级以下 0.6 eV附近的两条体能带 h1和 h2
随光子能量的变化，体能带 h1随 kz 有着非常弱的色散，而体能带 h2相对而言 kz 的色
散强度要稍微大一些，而参考文献 [286]中的沿着 c轴 “Γ − Z”方向 i 的能带计算中这

两条体能带的色散强度也是 h2要比 h1稍强。虽然实验数据上来看，体能带 h2由于和
上面的 h1比较靠近，在大多数能量下很难分辨出具体能量位置，但是在一些能量如 58
eV、60 eV时，h1和 h2还是分开较远，能独立分辨出来。
为了更形象地描绘一维的边缘态在动量空间的分布，我们对不同入射光能量下的

ARPES实验都进行费米面的 Mapping，这样就获得了特定 kz 下的边缘态在 ka 和 kb 面
内的分布；同时提取 kb = 0处不同能量下的能谱色散，这样就能获得在 kb = 0时，边缘
态在 ka 和 kc 面内的分布。为了尽可能地避开体态和一些高次谐波下的芯能级 ii 影响，

我们综合考虑选择提取了束缚能 |EB | = 200 meV处的能带信息，将 ka-kc 面和 ka-kb 面
的色散关系按动量空间的位置组合，最终如图4–6(a)所示。从图4–6(a)中可以清晰地看
到能带沿着 kb和 kc方向均没有色散，始终保持直线，符合边缘态一维的特性。实际上，
由图4–5(b)可知，一维能带附近有一些体能带随在随光子能量变化而变化，所以体能带
始终会引入一些，图4–6(a)中微弱的色散是因为等能面依旧携带了少量体能带信息。为
了便于对应到真实的布里渊区，一维边缘态在第一布里渊区内的分布示意图如4–6(b)所
示，分别包含了 a-c和 a-b面的表面布里渊区的投影，一维的边缘态分别在两个方向上
投影出两条平行线，与实验吻合。

至此，我们探究了 ZrTe5的 a-b面的能带结构，发现了一维的边缘态，这为 ZrTe5是
弱拓扑绝缘体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这也与之前工作用 STM在 ZrTe5 的 a-c面的台阶边
缘探测到边缘态的结论吻合。我们测了多块 ZrTe5样品的 ARPES能谱，在 a-b面内都发
现了边缘态存在的证据，在 a-c面内均没有看到边缘态的迹象。其中原因可能是 a-c面
的面内台阶较少，解理面内如图4–7(b)所示，原子台阶面内非常平整，只有局域的探测
手段 STM在原子台阶边缘上才能看到一些边缘态信号；而 a-b面内全是 Te-Te键断裂后
的原子链，如图4–7(a)所示，表面呈槽状，原子层与范德华尔斯空隙相间构成 a-b表面，
所以边缘态才能足够强最终被 ARPES探测到。直观的观测到表面态最终确定了 ZrTe5
为弱拓扑绝缘体，其空间的侧面的边缘态分布如示意图4–7(c)所示，边缘态依然保持各
自的独立并没有耦合形成表面态，如同简单的二维拓扑绝缘体在厚度尺度上的堆叠。

i原文献中 Γ− Y，和本文中的 “Γ− Z”指代的是同一个方向。
ii图4–5(b)中 42 eV的费米能级约 100 meV上下全部被芯能级信号占据，显然这个芯能级是由二次谐波下的 Te的

4d轨道的电子产生的，轨道能量为 41.9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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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有理论尝试去解释了多个实验组实验结果的矛盾 (ZrTe5 之前被争论是三
维狄拉克半金属、强拓扑绝缘体、弱拓扑绝缘体)。ZrTe5会因为晶格常数 b的从小到大
的变化而存在一个强拓扑绝缘体到弱拓扑绝缘体的转变，且 ZrTe5本征的晶格常数 b刚
好处在这个临界值 14.7 Å的附近[266,292]。输运上三维狄拉克费米子的行为可以通过线性

的体能带来解释，并没有形成狄拉克点，只是打开了一个非常小的能隙，但能带刚好还

是线性的[266,291]。

图 4–7 (a)解理面 a-b面的原子结构示意图。(b)解理面 a-c面的原子结构示意图。(c) ZrTe5为弱拓扑
绝缘体的示意图。
Fig 4–7 (a) The atomic structure of cleavage surface in a-b plane. (b) The atomic structure of cleavage surface
in a-c plane. (c) The schmatic of weak topological insulator.

由于理论计算的 ZrTe5的体积从基态需要膨胀 2.72%才能发生拓扑相变变成弱拓扑
绝缘体[292]，晶格常数 b粗要满足 b/2 ≳ 7.4 Å(也有认为是 7.35 Å[266])，但是目前普遍的
XRD的结果都在 7.23左右，且实验上依然得出有强有弱的拓扑谱绝缘体行为，或许还
需要更多的实验来验证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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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ZrTe5的边缘态第一次在实验上被我们用 ARPES观测到，成为 ZrTe5是弱拓
扑绝缘体的直接证据。

4.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 ZrTe5 的能带结构的研究工作。我们的 ARPES实验在 ZrTe5 特定
的解理面 a-b面上直接观测到了一维的边缘态能带，能谱上直接证明了 ZrTe5 为弱拓扑
绝缘体。同时，我们的实验也是首次用光电子能谱直接观测到了二维拓扑绝缘体的一维

边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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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超薄 PbTe(111)薄膜生长及电子结构研究

5.1 研究背景

PbTe具有与 NaCl一样的晶体构型，面心立方结构，晶格常数为 6.462 Å[297,298]，一

般体材料具有 0.32 eV 的能隙[299]，早期是作为一种非常优秀的热电材料。直到拓扑绝

缘体和拓扑晶体绝缘体被发现后，人们才开始关注材料的拓扑性质，PbTe便成为其中
之一，只可惜 PbTe 虽然有着较大的能隙，但是并不具备拓扑性质。虽然本征的 PbTe
只是普通的半导体，但依然可以通过一些手段使得其发生体能带的反转，变得拓扑非

平庸。比如，与 PbTe同结构的 SnTe早在几年前被证实为拓扑晶体绝缘体 (Topological
crystalline insulator, TCI)[300–302]，自然地人们就试图在 PbTe中掺入一定量的 Sn，结果形
成 Pb1−xSnxTe也被证明可以是 TCI[301,303]；或者将 PbTe与 SnTe(或者 Pb1−xSnxTe)构成
超晶格，其中也能够形成弱拓扑绝缘体[304]；PbTe也可以过晶格形变直接让体能带反转
从而变成拓扑绝缘体[305–309]；再或者与 Bi2Te3混掺成为层状结构单晶，也被证明是拓扑
绝缘体[310–324]。我们都知道薄膜的性质和体的性质不一定相同，所以在不同衬底上或不

同方式生长 PbTe薄膜或许会成为 PbTe通往拓扑性的另一条路径。
接下来本章的工作就主要介绍在 Bi2Te3薄膜上 PbTe(111)薄膜的生长及其电子结构

拓扑性质研究。

5.2 Bi2Te3(111)基底上 PbTe(111)薄膜的生长
我们实验测试的薄膜都是通过MBE方式生长出来的，选用 Si(111)上生长一定厚度

的 Bi2Te3(111)薄膜作为衬底，然后再在其上生长 PbTe(111)。衬底 Bi2Te3(111)可以生长
的非常平整，RHEED条纹非常细锐，如图5–1(a)所示。在生长 PbTe之前，需要将衬底
Bi2Te3(111)的温度在富 Te的环境下升高至 250◦C左右，待温度稳定后打开 Pb源或者
PbTe源生长；为了获得一个合适的生长速率，PbTe或 Pb源的温度差不多维持在 375◦C
左右。实际上 Bi2Te3(111)薄膜其实在 270◦C就开始出现明显分解[137]，300◦C基本就完
全退火成 Si(111)衬底了，所以需要富 Te环境中用 RHEED监控着升温，因为 200◦C对
于生长 PbTe(111)来说太低了，基本在打开源的瞬间就立即出现明亮的点阵，实际的表
面也是形成三维的岛状结构。生长平整的 PbTe(111)薄膜需要 Bi2Te3(111)衬底全程维持
较高的温度，即便长了较厚的 PbTe薄膜也不能降温，否则就会三维生长，而且生长过
程中没有观测到 RHEED条纹的亮度周期震荡。Bi2Te3上与 BaF2上生长 PbTe的规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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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BaF2上生长 PbTe衬底温度宽泛 20 ∼ 400 ◦C就能生长；BaF2上生长 PbTe过程会非
常容易观察到 RHEED震荡；BaF2上 PbTe都很厚，需要生长一段时间的过渡层 (Buffer
Layer)才能将 PbTe长平整[325–332]。在 Bi2Te3(111)上生长 PbTe(111)会在初期明显地观
察到条纹宽度的变化，因为 PbTe(111)面内晶格常数 4.56 Å，要比 Bi2Te3(111)面内晶格
常数 4.38 Å 大一些，图5–1(d) 展示了 RHEED 条纹的间距宽度随着生长时间的变化过
程，所以随着膜厚增加、晶格失配应力慢慢释放，最终 RHEED条纹间到达 PbTe本征
的宽度就保持不变，如图5–1(b)所示。我们将衬底 Bi2Te3 和 PbTe的 RHEED条纹宽度
对比，如图5–1(e)所示，可以计算出真实的 PbTe(111)薄膜的面内晶格约为 4.52 Å，与
体的 PbTe非常接近了。虽然整个生长过程中 RHEED条纹没有出现三维的点阵，但是
也没有观察到 RHEED条纹亮度震荡，晶格应力被释放后，RHEED条纹的亮度基本保
持不变了。无法通过 RHEED震荡来获知生长源的速率，为了有效控制生长的膜厚，我
们通过生长少量的 Pb在 Si表面形成重构需要的覆盖率及 RHEED上使 Si(7× 7)重构消

失的覆盖率来半定量地来估算 PbTe生长速率。

图 5–1 PbTe(111)薄膜在衬底 Bi2Te3(111)薄膜上的生长。(a)衬底 Bi2Te3(111)的 RHEED条纹。(b)
生长了 1个小时的 PbTe(111)的 RHEED条纹。(c) PbTe(111)的 STM表面形貌图，范围 1µm× 1µm。
(d) RHEED条纹宽度亮度随时间的变化图。(e) PbTe(111)和 Bi2Te3(111)的 RHEED条纹宽度对比。
Fig 5–1 Growth of PbTe(111) film on Bi2Te3(111). (a) RHEED pattern of substrate Bi2Te3(111). (b) RHEED
pattern of PbTe(111) film. (c) The topography of PbTe(111) film in a large scale(1µm× 1µm). (d) RHEED
pattern as a function of growth time. (e) Comparision of RHEED patterns’ lineprofile between PbTe(111)
and Bi2Te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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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完成的 PbTe(111) 薄膜，我们进行了原位的 STM 和 ARPES 实验，发现在
Bi2Te3(111) 表面生长 PbTe 薄膜在很大的范围尺度内都非常的平整，生长了 1 个小时
(约 10层)的 PbTe表面形貌如图5–1(c)。我们研究了不同膜厚及退火过程对 PbTe能带结
构的影响，ARPES的实验工作将在下节做更详细的介绍。

5.3 PbTe(111)薄膜的电子结构
5.3.1 PbTe(111)薄膜的电子结构随厚度的变化

我们生长了不同厚度 i的 PbTe薄膜，并测得了相应的能带结构，如图5–2(b)i.-vi.所
示。从图5–2(a)、(b)可以看到，PbTe的价带与衬底 Bi2Te3 的价带有着明显的差异，尤
其体现在费米能级附近，如图5–2(c)、(d)。图5–2(c)上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典型的拓扑
表面态，但是生长了一层 PbTe后，出现了较强的抛物线型导带，原来的价带也已经基
本看不见了。经过仔细的对比，发现在第一层 PbTe的生长完之后，衬底表面被给予了
一定程度的电子掺杂，图5–2(d)i.中在 Γ̄点附近能隙中还能隐约看到一个狄拉克锥形能

带，斜率与衬底表面态相近，均为 2.7 eV· Å左右，这个狄拉克锥形的能带可能来自衬
底也可能是 PbTe与衬底结合后形成的，因为 (PbTe)x(Bi2Te3)1−x理论及实验上都被证明
是拓扑绝缘体[310–324]，具有线性的狄拉克锥形能带结构。

随着 PbTe薄膜的继续增厚，如图5–2(b)i.-vi.过程，束缚能较大的价带基本没有发
生大的变化，但如果关注费米能级附近的能带，可以观察到一些有趣的变化：第二层时

衬底的表面态无法观测到，导带和狄拉克锥形能带变弱，价带上升，体能隙开始变小

(图5–2(d)ii.)；第三层时导带也明显下降，价带轻微上升，体能隙更小 (图5–2(d)iii.)；第
四层之后价带反而下降且形状由之前的 “M”形变成了 “W”形，体能隙开始变大，间接
能隙变成了直接能隙 (图5–2(d)iv.)；第十层的时候导带已经成类似 Rashba的劈裂结构，
价带形状已经变成了 “Λ”形 (图5–2(d)v.)；当生长很厚的 PbTe时，基本已经接近体的时
候，导带已经看不见，PbTe完全变成了半导体。关于十层 PbTe的类似 Rashba能带结
构，之前有工作也在 Bi2Te3(111)上的 PbTe薄膜[303]及体材料 (PbTe)x(Bi2Te3)1−x的解理
面的 ARPES 能谱[314,324] 也有类似的 Rashba 结构，但在做了精细的费米面 Mapping 之
后，发现 Rashba结构在奇点位置存在能隙，其是两条 “W”和 “V”形能带。

在 PbTe生长较薄的时候，PbTe可能会与 Bi2Te3反应形成 (PbTe)x(Bi2Te3)1−x。整个
Bi2Te3(111) 上 PbTe 薄膜增厚的过程就是表面从拓扑绝缘体往普通半导体转变的过程，
PbTe薄膜较薄的时候极可能在界面处形成了类似 (PbTe)x(Bi2Te3)1−x 的结构，还能看见
狄拉克锥形能带，但随着厚度增加，远远超过 PbTe往 Bi2Te3内部扩散极限深度的时候，

i实验中 PbTe源生长温度为 375◦C，生长一层 PbTe的时间为 3min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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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PbTe(111)薄膜的能带结构。(a)衬底 Bi2Te3(111)薄膜的大范围 ARPES实验能谱。(b) i.-vi.不
同厚度的 PbTe(111)薄膜的大范围 ARPES实验能谱，高对称方向为 Γ̄− K̄，入射光能量为 He灯 21.2
eV。(c)衬底 Bi2Te3(111)费米能级附近的表面态。(d)对应图 (b)的费米能级附近更加精细的 ARPES
能谱。
Fig 5–2 Band structure of PbTe(111) films. (a) ARPES spectra of Bi2Te3(111) films in large scale. (b) ARPES
spectra of PbTe(111) films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 in lagrge scale along Γ̄− K̄ direction, the incident photo
energy is 21.2 eV (Light source: helium discharge lamp). (c) Surface states of Bi2Te3(111) films near the
fermi level. (d) Detialed ARPES spectra near the fermi level of PbTe(111) films corresponding to (a).

整个表面的性质不再与界面相关，基本上就趋于普通的半导体性质了。所以，从 ARPES
的能谱上应该能看到从拓扑到平庸的结果，也就是说能观测到能带的反转过程，这个在

我们实验结果中也能看出些迹象，如图5–2(d)所示，体能隙经历了变小再变大，或许说
明在某个厚度的 PbTe时候体能带经历了反转，当然能带的反转不一定完全是因为形成
了 (PbTe)x(Bi2Te3)1−x，也有可能是晶格应力导致[305–309]。以我们目前的ARPES数据，按
照体能隙的变化趋势估计，PbTe薄膜大概在大约 2层到 4层之间某个厚度开始脱离衬
底的影响发生了体能带的反转恢复到正常的普通半导体状态。

5.3.2 退火过程对 PbTe(111)薄膜的电子结构的影响

为了使生长的薄膜更加平整，一般在会在生长完样品薄膜的时候不是立即降温，还

是维持生长温度一定时间后再降温，这个过程一般称为退火。同样地我们对 PbTe薄膜
也进行退火处理，退火的温度维持在生长温度，且保持富 Te的退火环境，防止出现 Te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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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火后，PbTe薄膜的能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本按照未退火的第二层PbTe(图5–
2(d)ii.)在能隙中是基本看不到狄拉克锥形的能带，但是若是经历了退火过程，就会发现
两层 PbTe 薄膜的 ARPES 能谱 (图5–3(b)iii.) 上会有清晰的狄拉克锥形能带出现在体能
隙中。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狄拉克锥形能带并非来源于衬底本身，因为 Bi2Te3 的表面
态的狄拉克点是处于价带中的，而 PbTe本身是不拓扑的，最可能的情况是 PbTe在退火
过程中与衬底 Bi2Te3相互渗透，界面处形成一些 7原子层的 PbBi2Te4结构，如图5–3(a)
所示。

图 5–3 退火对能带的影响。(a) PbTe与表层 Bi2Te3反应形成一个 7原子层结构示意图。Pb原子层也
可以在最中间，但理论计算的能带结构基本不变。(b) i. 单层 PbTe能带结构，没有经历退火过程；ii.
单层 PbTe能带结构与 (a)中原子模型理论计算结果的叠加；iii. 两层 PbTe能带结构，中间经历退火
过程；iv. 退火处理的两层 PbTe能带结构与理论计算结果的叠加。
Fig 5–3 Annealing process make the difference. (a) Crystal structure model of 7 monolayer PbBi2Te4. (b) i.
ARPES spectra of 1 layer PbTe without annealing process. ii. Calculated band structure over laid on (b)i. iii.
ARPES spectra of 2 layers PbTe with annealing process iv. Calculated band structure over laid on (b)iii.

我们对图5–3(a)中的晶体模型进行了相应的 DFT计算，并将计算结果叠加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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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谱上，如图5–3(b)所示，发现对于单层即便是不退火处理的 PbTe薄膜而言，理论
与实验也符合的较好。虽然没有退火处理，但是由于生长 PbTe薄膜本身是处于比较的
高的温度，所以宽泛地来讲，生长过程也相当于在退火，这才会使 PbTe与衬底发生可
观的渗透，而当生长较厚时，渗透对表层 PbTe的影响很小，就会看到真正的 PbTe的能
带，这与上节能带随厚度变化的结论一致。

对于两层退火处理的 PbTe薄膜，我们尝试用图5–3(a)模型的理论结果与实验去对
比，如图5–3(b)iv.所示，符合度还勉强可以，但在实验能谱上，狄拉克点已经完全高于
价带顶了。早先有工作计算了 PbBi2Te4的能带结构[317](图5–4(b))，发现其狄拉克点也高
于价带，其晶体结构示意图如图5–4(a)所示，图中只展示了最顶层两层。我们将其计算
结果与两层退火处理的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如图5–4(c)所示，狄拉克点处表面态能带符
合地非常好，体价带稍有些区别，这也可以理解，毕竟退火最理想的情况也是顶层只有

两层 PbBi2Te4，所以体价带应该会和单晶稍有区别。最后，我们对 10层的 PbTe薄膜进
行长时间的退火，除了费米能级轻微变动，并没有发现能带有显著的变化，这也说明界

面处渗透的效应能影响的距离并不太远，可能就局限在 2、3层 PbTe的厚度，这也符合
扩散的规律。

图 5–4 (a) PbBi2Te4 晶体结构示意图。(b) PbBi2Te4 晶体的理论计算的电子结构[317]。(c)退火处理的
两层 PbTe能带结构与 PbBi2Te4晶体的理论计算结果的叠加。
Fig 5–4 (a) Schematic of PbBi2Te4 crystal structure. (b) The calculated band structure of PbBi2Te4[317]. (c)
Calculated band structure of PbBi2Te4 over laid on (b)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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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以得出，在我们高温生长和退火的过程中，PbTe与 Bi2Te3 的界面上都发
生着 PbTe(或者 Pb)往 Bi2Te3层中渗透形成 PbBi2Te4的情况。

5.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讲述了超薄 PbTe薄膜在 Bi2Te3(111)衬底上生长情况，并研究了其能带结
构随不同厚度的演化关系。发现PbTe/Bi2Te3(111)界面处会反应形成新的 (PbTe)x(Bi2Te3)1−x
结构，其具有拓扑狄拉克锥形能带，也是一种三维拓扑绝缘体。

— 97 —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六章 六角层状 PtBi2(hP9)能带结构研究

第六章 六角层状 PtBi2(hP9)能带结构研究

6.1 研究背景

图 6–1 (a)黄铁矿结构的 PtBi2[333]。(b)考虑自旋轨道耦合后通过 mBJ势理论计算得出的黄铁矿构型
的 PtBi2 电子结构[333]。自旋轨道耦合已经考虑。(c)不同温度下 PtBi2 磁阻随着面外磁场的变化[334]。
磁场垂直于 (111)面，电流平行于 (111)面。
Fig 6–1 (a) Crystal structures of pyrite-type PtBi2[333]. (b) Electronic structures of pyrite-type PtBi2 calculated
with the mBJ functional[333]. SOC is included. (c) MR of PtBi2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with the field
perpendicular to high symmetry (111) plane and the current in plane.[334].

黄铁矿结构的 PtBi2 在理论上被 Gibson 等人预言为是三维的狄拉克半金属 (Dirac
Semimetal, DSM)[333]。黄铁矿结构的 PtBi2 属于面心立方晶系，晶格常数为 a = b = c =
6.702 Å，但是 Bi原子特殊的结构位置使其不具备空间反演对称性，其结构如图6–1(a)
所示。理论预言其在布里渊区高对称路径 Γ − R 上发生了能带反转，并在该位置形成

三维的狄拉克锥形能带结构，如图6–1(b)中圈内所示。遗憾地是面心结构的 PtBi2 不存
在自然解理面，所以目前用 ARPES 去验证其能带结构还比较困难。最近，田明亮老
师研究组在黄铁矿结构的 PtBi2 中测到了极大的磁阻行为以及超高载流子迁移率。低
温 1.8 K 环境下，在 33 T 的外磁场中，PtBi2 的磁阻 (magneto-resistance, MR) 可达到
1.12×107%(图6–1(c))，比已知的狄拉克材料的磁阻要大得多[334]。

最近，层状六方结构的 PtBi2 材料也被发现在温度 T = 2 K和磁场 B = 15 T下有着
非常明显的巨磁阻效应，其磁阻达到 684%，即使到了室温依然还有 61%的磁阻[335]，如

图6–2(a)所示；还有另外的工作也报导 PtBi2(h2)具有相似的磁阻，温度 T = 2 K和磁场
B = 9 T下磁阻超过 400%[336]，如图6–2(b)所示。相对于面心立方相 PtBi2原子之间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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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结合无法解理的特性，六角层状 PtBi2在每层之间通过范德华尔斯力结合，可以非常
容易地解理，这使得后续 ARPES探测其解理面能带成为可能。

一些研究显示，由于本身特殊的能带结构，拓扑狄拉克和外尔半金属往往都有着奇

特的磁阻行为。这类材料一般有着极大的磁阻效应 (如WTe2[337])，超高的载流子迁移率
(如NbP[338])甚至也能出现因手性反常而诱导的负磁阻效应 (如 TaAs[339])。最早被研究的
含 Pt的拓扑半金属是 PtSn4，不出意外地发现 PtSn4有着非常大的磁阻效应[340]，而且后

续 ARPES实验上也观察到了狄拉克节点弧形的能带结构 (Dirac node arcs)[341]。鉴于层

状六角相的 PtBi2(h2)也在磁学性质上被发现了不寻常的巨磁阻效应[335,336]，那 PtBi2(h2)
很可能也具有类似的拓扑性质，或许像面心立方相的 PtBi2属于拓扑的半金属，但这些
都需要 ARPES实验去验证。

图 6–2 (a) γ-PtBi2的磁阻 (MR = ∆ρ(H)/ρ(0) = ρ(H)/ρ(0) - 1)在不同温度下随着磁场的变化曲线。[335]

(b)磁场平行于面外 c轴时 (B ∥ c)，不同温度下的 γ-PtBi2 磁阻和霍尔电阻的 Kohler图。[336] (c)磁场
平行于 ab面内且与电流方向平行时 (B ∥ I ∥ ab)，不同温度下的 γ-PtBi2纵向电阻的 Kohler图。[336]

Fig 6–2 (a) The magnetoresistance (MR = ∆ρ(H)/ρ(0) = ρ(H)/ρ(0) - 1) as a function of magnetic field
µ0H at a series of temperatures 2, 20, 60, 100, and 300 K.[335] (b) The Kohler’s plot for the data from the
magnetoresistance and Hall resistivity (B ∥ c) at several selected temperatures.[336] (c) The Kohler’s plot for
the data from the longitudinal magnetoresistance (B ∥ I ∥ ab) at some selected temperatures.[336]

最近有关 PtBi2(h2)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实验工作，他们发现 PtBi2(h2)存在无任何
拓扑性保护的类似狄拉克锥形的能带结构，并将实验的结果与理论计算i进行了对比[342]。

由于其入射光能量较高，狄拉克锥形的能带分辨率较一般，所以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其能

带结构，我们进行了较低能入射光条件下的 ARPES实验。
本章的工作主要介绍 PtBi2(h2)的 STM、ARPES实验测量结果和第一性原理计算的

结果。

i这里理论计算所使用的原子结构模型如图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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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实验方法

γ-PtBi2i的单晶样品是使用自助溶剂法，块材的生长方法与参考文献 [335, 342]中的
方法一致。高纯度的 Pt(99.99%)和 Bi(99.99%)粉都来自 Alfa Aesar公司，以原子数比例
Pt:Bi=1:8混合置于氧化铝坩埚。坩埚在氩气氛围中封存入石英试管中，石英试管抽真空
后密封。整个生长过程中，石英管将被缓慢地加热到 1273 K并且继续维持该高温 10 h，
最后再以每小时下降 3 K的降温速率，缓慢地冷却到 873 K，再通过离心法分离多余的
Bi。生长完成的块材切成约为 1 × 1 × 0.05 mm3 的大小用于 XRD、STM、ARPES的测
试。面外晶格常数是在室温的 XRD下用测得的，用的铜 Kα辐射线。γ-PtBi2的表面形
貌是通过 Unisoku的 R1300型超高真空 STM在液氦温度 4.2 K下用自制腐蚀的钨针尖
扫描获得的。为了保证样品表面的干净平整，STM实验中样品是在真空腔室温解理后
再传入到低温 STM中测试的。ARPES的实验是在合肥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NSRL)
的 Beamline-13U光束线站完成。测试腔的本底真空好于 1×10−10 Torr，测试样品在原位
低温解理并始终保持在 15 K，ARPES的能量分析器是 V G − Scienta公司的 R4000型
分析器。能量分辩率好于 15 meV，角度分辨率好于 0.3◦。ARPES实验所使用的入射光
子能量为 10 eV至 35 eV。实际上更高能量的入射光甚至是 X射线能量段的入射光也尝
试过，但是实验的结构普遍就是 ARPES的能谱非常模糊，且普遍信号非常弱，这可能
是由于 γ-PtBi2这种材料本征特性导致的 (跃迁矩阵元效应)。

6.3 γ-PtBi2的原子结构模型

图 6–3 层状六角相 PtBi2的晶体结构示意图[342]。
Fig 6–3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layered hexagonal PtBi2[342].

γ-PtBi2具有层状结构，近期很多关于 γ-PtBi2物理性质的实验工作里都默认为中心
对称的结构[335,336,342]，如图6–3所示。基于粉末 XRD的数据，γ-PtBi2晶体的空间群对应
三角空间群 P 3̄ (No.143)，晶格常数也对应为 a = 657 pm，c = 616 pm[343]。实际上早在

iγ-PtBi2 就是层状六角结构的 PtBi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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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有研究工作通过对层状的 Pt3Bi13I7 在 70◦C与 Li的有机化合物进行化学反应
而分解制备出 γ-PtBi2，文章里进行了精细的粉末 XRD实验，声明并探究了其非中心对
称的结构[344]。实验上他们测定的 γ-PtBi2 结构应如图6–4所示，对应的晶体群为 P31m

(No.157)，不再是原来中心对称结构，原本中间 Pt原子的起伏被拉平，且一侧的本来微
弱起伏的 Bi原子也被拉平，另一侧表现为更大的起伏。粉末 XRD确定的更精确的面内
的晶格常数为 a = 657.30(7) pm，c = 616.65(7) pm[344]，这和原来的中心对称结构相比并

没有太大差距，但是从结构解理上来说，解理界面两侧的两个表面结构会完全不一样，

而不是原来的两个完全无差别的解理面。

图 6–4 重新确认的 PtBi2(hP9)晶体结构。左边：铂和铋原子之间的价键连通结构。对称性位置：i：
1–x+y，1–x，z；ii：–y，x–y，z。右边：褶皱的 2

∞[PtBi6/2]层的堆砌示意图。虚线标记了相邻两层
2
∞[PtBi2]之间最近的铋与铋原子之间的距离以及层内最近的铂与铂原子之间的距离。椭球表示 99%
的可能性。[344]

Fig 6–4 Sections of the re-determined crystal structure of PtBi2(hP9). Left: Connectivity of the platinum
and the bismuth atoms. Symmetry codes: i: 1–x+y, 1–x, z; ii:–y, x–y, z. Right: Stacking of the puckered
2
∞[PtBi6/2] layers. The dashed lines emphasize short Bi–Bi distances between adjacent 2

∞[PtBi2] layers and
short Pt–Pt distances. Ellipsoids represent 99% probability.[344]

理论计算的结构模型。为验证这样的非中心对称结构，对这样的结构我们进行了
理论模拟，以 P 3̄ (No.143)中心对称结构初始状态，但是在经过结构优化后，发现原结
构不稳定，会转变成如上所述的 P31m (No.157)非中心对称结构 (图6–5(a))，这样的总
体能量才能更低，结构才会更加稳定。显然，这样的非中心对称结构必然导致 [001]方
向存在着內禀极化，自然会有两种结构的表面：一种是 Bi原子在同一平面内的平整表
面，面内结构如图6–5(b)；另一种是 Bi 原子有较大起伏的表面，面内结构如图6–5(c)。
从图6–5(b)、(c)可以看到，不管 Bi原子是否处在同一平面内，Bi原子都没有形成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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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角排列，而是有一些轻微的面内扭曲，两个面内的扭曲不一样，且旋转对称性也不

同，图中黑色虚线表示出了它的原胞。两种表面的结构差异也从另一个层面暗示了，如

果这样的结构存在表面态的话，那两个表面的表面态会非常不同，后续将从 ARPES的
实验结果分析两个表面的电子结构差异。

图 6–5 (a) γ-PtBi2的原子结构侧视图。(b) γ-PtBi2的原子结构上层原子的顶视图。(c) γ-PtBi2的原子
结构下层原子的仰视图。图中的黑色虚线框标记了最小的原胞。(d) γ-PtBi2 的动量空间的第一布里
渊区。(e) γ-PtBi2单晶样品的 XRD衍射峰。
Fig 6–5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trigonal γ-PtBi2. (a) Stacking of the puckered γ-PtBi2 layers. Top-most Bi-1
atoms form a flat surface and bottom Bi-2 atoms form a buckling surface. (b) and (c) are the top view of the
Bi-1 and Bi-2 atoms connected with Pt atoms,respectively. (d) Brillouin zone of γ-PtBi2. (e) X-ray diffraction
peaks of single crystal γ-PtBi2.

XRD测定面外晶格常数。图6–5(d)展示了非中心对称结构的 γ-PtBi2的动量空间第
一布里渊区 (BZ)，由于晶格常数与原先对称的模型并无太大差异，所以两者的第一布
里渊区形状和大小几乎完全一样。为了确认晶格常数，我们也进行了单晶样品的 XRD
实验，XRD 的衍射峰如图6–5(e) 所示，其结果与先前其他组的 XRD 实验结果完全一
致[335,336,342]，甚至峰的相对强弱都基本吻合，如预料的一样，最终从 XRD峰位的计算
结果获得的 [001]轴的晶格常数也为 c = 616 pm。为了便于后面描述 γ-PtBi2 的两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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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们将两个表面分别标记为 A面和 B面以示区分，但是目前的实验结果还没有直
接的实验证据将图6–5(b)、(c)明确地对应到 A面或者 B面i。

6.4 γ-PtBi2解理面的 STM研究
为了测试 γ-PtBi2 解理的两个表面，通过特定的样品制备方法，对同一块样品中的

两个表面进行了低温的 STM实验，试图验证其两个表面实空间结构上的差异。

6.4.1 AB面的解理方法

图 6–6 γ-PtBi2 的 A面和 B面的 STM样品的准备过程。同一块样品上解理后的两个面分别再作为
STM的样品，这样就能保证 STM扫描的不同的两个表面了。左侧：A面的样品。右侧：B面的样品。
中间：制备过程。左侧和右侧的样品形状呈镜面对称。
Fig 6–6 Preparation of two different cleavage surfaces of γ-PtBi2 for STM. Left: A side. Right: B side.
Middle: Cleavage process. A side in left and B side in right have mirror symmetry.

为了确保 STM能探测解理的两种表面，我们将实验所用的一块较厚的 γ-PtBi2样品
事先用解理胶带解理成尽可能较厚的两块，并将解理出的两个解理表面朝上用导电银胶

粘在 STM的样品托上，如图6–6左右所示，标记为 A和 B。一块解理分开后的两块样品
将再次粘上陶瓷棒，然后完全烘烤干后传入真空再分别进行解理，这样便能获得新鲜干

净的表面。从图6–6的左右两块样品形状可以看出它们呈镜面对称，这样就能绝对保证
这两块样品后续在真空中再次解理的时候能够解理出不同的表面。实际操作是将一解为

二的样品先粘到较大的 Si基片上，再粘到 STM样品托上，这样除了可以调整角度及位

i我们主观倾向于认为下文中的 A面是较平整的图6–5(b)结构，B面则对应图6–5(c)结构，但这也仅仅是主观猜
测，还需要更高原子分辨率的显微镜实验来具体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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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好处外，还可以在测试完 STM实验后继续回收样品，然后再进行角分辨光电子能
谱实验，如此一来，不同解理面的电子结构和其表面形貌可以一一对应起来了。

6.4.2 γ-PtBi2解理面的表面形貌

图 6–7 (a) γ-PtBi2的 A面的表面形貌图。(b)和 (c)是不同偏压下的 γ-PtBi2的 A面表面放大的 STM
成像图。(d) γ-PtBi2的 B面的表面形貌图。(e)和 (f)是不同偏压下的 γ-PtBi2的 B面表面放大的 STM
成像图。
Fig 6–7 (a) STM topography of A side of γ-PtBi2. (b) and (c) are the corresponding zoom-in STM image
of A side with different bias. (d) STM topography of B side of γ-PtBi2. (e) and (f) are the corresponding
zoom-in STM image of B side with different bias.

为了能够弄清楚 γ-PtBi2 的原子结构，我们对 γ-PtBi2 的 A面和 B面样品均进行了
液氦温度下的 STM实验。A面和 B面的较大范围的形貌分别如图6–7(a)、(d)所示，虽
然看不到更精细的结构且 STM测得的起伏大小也差不多，但是从大形貌上的平整度上
就能看出两者的不同。A面的表面形貌除了一些明显的空位缺陷之外似乎要更加平整一
些；而 B面的表面形貌似乎有着更多的缺陷或起伏。
当 STM针尖更加靠近样品试图获得其原子分辩的形貌图时，由于 γ-PtBi2的两个表

面的电子态都非常的强，导致变化 STM中针尖与样品的偏压都很难获得较纯粹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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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更多的是电子态的信息，这就使 STM图主要扫描到了电子态的周期排布而掩盖
了真实的原子形貌。

对于 A面，在电子态的大周期里面我们幸运地观测到了原子的排列信息，如图6–
7(b)，且面内的晶格常数也吻合，但是由于 γ-PtBi2的两种表面的面内均有扭曲，在误差
范围内还是很难断定 A面具体是图6–5(b)还是图6–5(c)的结构。在同一个位置上稍微改
变几个meV量级的偏压，就会完全无法分辨原子的位置信息，如6–7(c)所示，只能看清
六角密堆排布的电子态 (

√
3×

√
3)周期。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B面，只是 STM在扫描 B面时没有 A面幸运，只观测到电子
态的 (

√
3×

√
3)大周期，完全得不到原子分辨的信息，如图6–7(e)、(f)，B面观测到的

电子态与 A面观测到的很不一样，这也间接意味着 A面与 B面的表面原子结构确实不
一样。从后续多次的 STS实验来看，γ-PtBi2的 A面和 B面也的确有差异，但都表现为
金属，电子态很强，且没有看到能隙。表面电子态很强意味着 γ-PtBi2 样品在费米能级
附近的态密度很大，而且电子态极可能来自表面态 (后续的角分辨光子能谱实验确实发
现表面态信号非常强)。

图 6–8 (a)和 (b)分别为 γ-PtBi2 的 A面和 B面的 18 eV下的费米面。红色虚线表示表面布里渊区的
边界。(c)和 (d)分别为 γ-PtBi2的 A面和 B面的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M̄ 的能带色散。(e)和 (f)分别
为 γ-PtBi2的 A面和 B面的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K̄ 的能带色散。
Fig 6–8 (a),(b) fermi surface mapping of two different cleavage (A side and B side) surfaces. Red dash lines
indicate the surface BZ’s boundary. (c),(d) the band dispersions of A side and B side surface along Γ̄ − M̄

direction. (e),(f) are the corresponding band dispersions of two surfaces along Γ̄− K̄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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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γ-PtBi2的电子结构研究

上小节我们对非中心对称结构 γ-PtBi2的实空间结构进行了 STM实验，但并没有获
得决定性的证据来区分两个表面，本小节我们将从动量空间来研究该非中心对称结构

γ-PtBi2的电子结构。

图 6–9 (a) PtBi2 的 A面不同入射光子能量的下的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 K̄ 的 ARPES能谱。(b) PtBi2
的 B面不同入射光子能量的下的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K̄ 的 ARPES能谱。
Fig 6–9 (a) ARPES spectra of A side along Γ̄−K̄ direction with various incident photon energies. (b) ARPES
spectra of B side along Γ̄− K̄ direction with various incident photon ener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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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γ-PtBi2的 ARPES实验结果

我们将上小节测过 STM实验的 γ-PtBi2样品完好地取下来，并粘至 ARPES的样品
托上，进行 ARPES实验。

图6–8(a)、(b)为入射光 18 eV下的两个表面的费米面图，两个费米面主体能带和称
性上类似都具有明显的三重对称性，但是细节一些地方还是有着差异，这也说明了两个

表面的电子结构不一样。A面与 B面更加明显的差异可以从高对称方向的能带区别上
看出来，图6–8(c)、(d)为 A面和 B面沿着 Γ̄− M̄ 的能带，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面能带

的差异：在 B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Γ̄点附近- 1 eV有个非常大的疑似 Rashba能带；在
A面的能带上没有看到 B面的 Rashba能带，但是在- 1.5 eV处的出现一些态密度非常强
的也类似 Rashba的能带，而这个束缚能位置在 B面是没有能带的。Rashba能带的出现
并不奇怪，因为之前的非中心对称结构必然使其具有內禀的极性，意味着两个表面的电

荷密度可能并不一样，而这样的电荷极化行为自然会使面外方向存在极化场，而这样的

条件下往往就容易形成 Rashba能带。同样地，对比 Γ̄ − K̄ 方向的能带 (图6–8(e)、(f))，
我们也能得到和 Γ̄− M̄ 方向同样的结论。从图6–8的能带可以看出，γ-PtBi2的能带非常
复杂，尤其是 M̄ 点附近能带非常多，从后续的 kz 的色散的内势计算，可以推出 18 eV
正好对应了图6–5(d)第一布里渊区的 A− L−H 平面，18 eV的 M̄ 点对应真实的 L点，
之前也有工作说 L点有一个狄拉克锥 (Dirac Cone)[342]，从 M̄ 点附近的能带看上去似乎

确实也有这样的能带趋势。

为了尽可能多地弄清楚 γ-PtBi2 及其两个表面的能带结构，我们还通过改变入射光
子能量来试图获得不同 kz 条件下的能带结构，从而提取处能带沿着面外 kz 方向的色散
信息。图6–9展示了 A面和 B面上测得的不同入射光子能量下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K̄ 的

ARPES能谱，除了之前提到的 A面与 B面有区别的能带之外，两个面其他能带的光子
能量依赖的行为非常相似，这也很好理解，毕竟体能带对于 A面还是 B面都应该是一
样无差别的，这也与之前预期的 A、B两个面的表面态的能带会有差异的结果一致。

光子能量从较高能到低能的过程中，两个面的能带由电子型的能带占主体到慢慢

出现一些空穴型能带，且在 Γ̄点看到明显的一些体能带出现及上升，较低光子能量下

的能谱在费米能级附近出现了较多的能带，整体能谱变得较模糊，但疑似 Rashba的能
带除了强度上的变化，并没有出现明显色散上的差异，这也说明了这些能带的二维性，

符合表面态的 kz 色散行为。从不同入射光子能量的 ARPES能谱，我们提取了 γ-PtBi2
能带沿 kz 方向的能带色散，如图6–10所示。图6–10(e)、(f)分别展示了 A面和 B面的
Γ − Z 方向的能带，其中明显可见一些无色散的水平的能带且所在的束缚能位置对于

A、B面各不相同。在 B面 (图6–10(f))强度最高的一条水平能带位于束缚能- 1 eV，这
正是之前 Rashba能带交叉奇点的位置，能带的二维性正说明 Rashba能带是表面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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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γ-PtBi2能带的 kz 色散。(a) γ-PtBi2的 A面的沿着动量空间 Γ−M − L−A (kx-ky)平面内，
束缚能 ∼ -1 eV处的等能面。(b) γ-PtBi2的 B面的沿着动量空间 Γ−K −H −A (kx-ky)平面内，束
缚能 ∼ -0.7 eV处的等能面。红色的直线虚线标记了不随 kz 色散的表面态。(c) γ-PtBi2 的 A面的沿
着动量空间 Γ−M − L− A (kx-ky)平面内，束缚能 ∼ -1 eV处的等能面。(d) γ-PtBi2 的 B面的沿着
动量空间 Γ−K −H − A (kx-ky)平面内，束缚能 ∼ -0.7 eV处的等能面。红色的直线虚线标记了不
随 kz 色散的表面态。(e) γ-PtBi2的 A面的沿着动量空间 Γ−A (kx-ky)高对称方向上的能带色散。(f)
γ-PtBi2 的 B面的沿着动量空间 Γ − A (kx-ky)高对称方向上的能带色散。图中红色的点线为对应的
理论计算的能带色散。
Fig 6–10 Band diversion of γ-PtBi2 along kz. (a) and (b) the constant energy dispersion of γ-PtBi2’s two
surfaces at binding energy ∼ -1 eV and -0.7 eV in momentum space Γ − M − L − A plane, respectively.
Red dash lines are the guideline of surface states. (c) and (d) the constant energy dispersion of γ-PtBi2’s two
surfaces at binding energy∼ -1 eV and -0.7 eV in momentum spaceΓ−K−H−A plane, respectively. (e) and
(f) are band dispersions of γ-PtBi2’s two different surfaces along Γ−A direction (Photon energy dependence).
Red dash lines are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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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面 (图6–10(e))也有一些水平能带，也正好对应了之前- 1.5 eV左右的 Rashba能带奇点
和其他一些表面态，也说明了与 B面差异的那些能带属于表面态。同时我们进行 DFT
理论计算，并将 Γ − Z 方向能带的计算结果叠加到 A、B面的 Γ − Z 实验结果上，如

图6–10(e)、(f)中红色的点线所示，除了之前说的水平无色散的表面态之外，其他的体
能带豆符合地较好，尤其是费米能级附近的电子型能带较清晰可见，且基本趋势一致。

通过与理论计算的对比，我们得出 γ-PtBi2在 ARPES实验条件下的内势能 V0= 10.5
eV，实验系统的功函数为 4.2 eV，再结合 γ-PtBi2的 c轴的晶格常数，可以较准确地计算
出其他入射光能量下能谱对应的实际的 kz 值。除了 Γ − Z 能带色散，还可以从变光子

能量的一系列 ARPES能谱中提取出 A、B面动量空间 Γ−M −L−A和 Γ−K −H −A

平面的不同束缚能位置的等能面，比如 A面的 Eb= - 1 eV(图6–10(a)、(c))和 B面的 Eb=
- 0.7 eV(图6–10(b)、(d))，从这些等能面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沿着 kz 无色散的表面
态，图中用红色的虚线直线标记了出来。

至此，通过 Γ− Z 方向的能带 A、B面及与计算对比及 kx-kz，ky-kz 面内的一些等
能面，可以基本确定两个面的体能带基本一样，区别在于其各自的表面态能带。

6.5.2 γ-PtBi2的理论计算和实验对比

从上小节中，我们了解到 γ-PtBi2 能带比较复杂，为进一步了解这种材料的电子结
构性质，我们将 DFT的理论计算结果与实验的能带对比进行讨论。
虽然在先前的工作中已有 γ-PtBi2 相关的理论计算与 ARPES 实验[342]，但是高能

下的 ARPES 能谱并不是非常清晰，由于理论计算所用的模型是原先中心对称的 P 3̄

(No.143)结构，所以计算结果与实验的吻合度比较勉强。我们重新按照新的稳定的非中
心对称的 P31m (No.157)结构做了第一性原理计算，并与较低能量入射光下的 ARPES
能谱进行比较，如图6–11所示。图6–11(a)、(b)分别为 A面和 B面沿着 Γ̄− M̄ 和 Γ̄− K̄

的 ARPES能谱及对应的理论计算叠加对比 (图6–11中 ii和 iv中绿色点线)。从图6–11(a)
的 ii和 iv及图6–11(b)的 ii和 iv的实验与理论对比来看，可以看到理论计算的能带与
ARPES能谱在大趋势上保持着很好的一致，尤其是费米能级附近的费米波矢基本完全
吻合，但是也有差异较大的地方，比如两个面的 Γ̄点附近，这个区别主要是由很强的表

面态的存在导致的。除了表面态之外，理论计算的能带在 Γ̄点 Eb= - 700 meV处有两条
能带，但是实验上并没有看到，这个主要是由于跃迁矩阵元效应导致的，因为只要稍微

改变入射光子能量，便能看到类似的能带出现，如图6–9(a)、(b)中的 16 eV的情形i，更

直观的证据可以从图6–10(e)、(f)的理论计算和能带对比中找到 (费米能级附近的电子型
口袋)。由于理论计算的能带所给出的是 γ-PtBi2的体能带结构，并没有考虑表面态的信

i实际上 17 eV入射光下也非常清晰，且更加接近布里渊区高对称点 A点。本文并没有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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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a) i.γ-PtBi2的A面的高对称方向 Γ̄−M̄ (18 eV, A−L)的能带色散。ii.对应的理论计算A−L

的能带叠加在 A面的实验 A− L方向的能带。iii.γ-PtBi2 的 A面的高对称方向 Γ̄− K̄(18 eV, A− L)
的能带色散。iv.对应的理论计算 A− L的能带叠加在 A面的实验 A−H 方向的能带。(b) i.γ-PtBi2
的 B面的高对称方向 Γ̄ − M̄ (18 eV, A − L)的能带色散。ii.对应的理论计算 A − L的能带叠加在 B
面的实验 A− L方向的能带。iii.γ-PtBi2 的 B面的高对称方向 Γ̄− K̄(18 eV, A− L)的能带色散。iv.
对应的理论计算 A− L的能带叠加在 B面的实验 A−H 方向的能带。
Fig 6–11 (a) i. ARPES spectra of A side of γ-PtBi2 along A − L taken by using hν = 18 eV photons. ii.
ARPES spectra in (a)i. compared with the DFT calculated bands. Green dotted lines are the DFT calculated
bands. iii. ARPES spectra of A side of γ-PtBi2 along A−H taken by using hν = 18 eV photons. iv. ARPES
spectra in (a)iii. compared with the DFT calculated bands. Green dotted lines are the DFT calculated bands.
(b) i. ARPES spectra of B side of γ-PtBi2 along A − L taken by using hν = 18 eV photons. ii. ARPES
spectra in (a)i. compared with the DFT calculated bands. Green dotted lines are the DFT calculated bands.
iii. ARPES spectra of B side of γ-PtBi2 along A−H taken by using hν = 18 eV photons. iv. ARPES spectra
in (a)iii. compared with the DFT calculated bands. Green dotted lines are the DFT calculated b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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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实际的样品表面态信号相对体态又较强，所以才会导致图6–11中的理论和实验的较
大差异，而正是因为 A和 B面的表面态不一样才会使 A面和 B面能带与计算有差异的
地方不同，这也方便了我们通过表面态的差异来区分实际样品的 A面和 B面。虽然主
要差异可以通过表面态不同来合理地解释，而且其他体态的能带也吻合地较好，但是理

论计算毕竟是对实际的模拟，实际往往要更加复杂，真实体系中的相互作用、杂质、缺

陷等因素影响下都会导致与理论稍有一些细节差异，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图6–11中 A面
和 B面的实验 ARPES能谱在束缚能较大的位置处能带相比计算中对应的能带束缚能更
小一些。

图 6–12 变光子能量实验能谱中提取的费米面，蓝色的星点表示理论计算结果。(a)、(c) γ-PtBi2 的
两个表面在动量空间的 Γ − A − L − M 面内的费米面。(b)、(d) γ-PtBi2 的两个表面在动量空间的
Γ−A−H −K 面内的费米面。
Fig 6–12 (a),(b) Fermi surfaces of γ-PtBi2 in Γ − A − L − M plane. (c),(d) Fermi surfaces of γ-PtBi2 in
Γ−A−H −K plane.

除了两个表面高对称方向能带结构，我们从变光子能量的实验能谱中提取了布里渊

区 Γ−A−L−M 和 Γ−A−H −K 两个动量平面内的费米面信息，如图6–12所示。图
中叠加在实验结果上的蓝色点阵是理论计算得出的两个动量平面内的费米面形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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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与实验测得的结果吻合度非常好，尤其是在 kz = 2.4 Å−1 附近的环形费米面在波

矢大小和形状上都非常匹配。正如前文所述，该材料的表面态非常强烈，从费米面的实

验数据上仍然可以看到表面态信息，如图6–12(c)、(d)中在 k// = ±0.4 Å−1附近的两条接

近无色散的能带，而理论计算的结果只叠加了体能带，所以实验能带与计算结果对比上

存在一些细节差异。图6–12(a)、(c)中也有无色散能带的迹象，由于 A面的表面态在费
米能级附近没有 B面的强烈，所以并不明显，费米面依旧是体能带占主导。从图6–12能
看出两个表面的体态基本一致，相同动量平面内的费米面差异主要来自两个表面不同的

表面态，当然真实情况下的不同掺杂程度也会导致一些费米面的差异。

图 6–13 γ-PtBi2的第一布里渊区内的五个费米面。(a)俯视图。(b)鸟瞰图。
Fig 6–13 Three-dimensional Fermi surfaces of γ-PtBi2 in the first Brillouin zone. (a) top view. (b) bird view.

DFT的理论计算给出了第一布里渊区体能带的费米面三维形状，一共有五条能带
穿越费米能级，所以有五个费米面，如图6–13(a)、(b)所示，其中 Band IV和 Band V正好
对应了图6–8(a)、(b)中间的六边形和圆形的两条能带费米面形状。值得留意的是，Band
III的费米面中出现了管状的能带结构，这样特殊形状的费米面具有特定方向的准二维
性，这可能使得在量子输运的测量上出现一些新奇的现象，比如特定角度磁场下的量子

震荡。

为了进一步确认其能带结构，除了之前测得的 kz 在布里渊区 A点位置 kx-ky 面内
的费米面 (图6–8(a)、(b))，通过改变入射光的光子能量可以改变 kz 的值，还可以直接测
得 Γ点位置 kx-ky 面内的费米面。kz 值对应 Γ点的入射光能量通过之前 V0值可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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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这里选用 hν = 29 eV i。实验测得 hν = 29 eV时的费米面如图6–14(a)所示，可以明
显看到在每个 Γ −M 方向上存都在一个明显的圆点 (或圆圈)形能带，从各个方向提取
的 E-K色散关系来看，如图6–14(b)，这个圆点是来自一条空穴型能带的顶部。DFT计
算图6–13中的 Band III管状能带对应在 Γ点的 kx-ky面内的费米面也应该会在 Γ−M 方

向上出现一个圆圈形能带。实验观测到的这个特殊的能带正好与 Band III所预言的能带
能都对应起来，实验虽然看到的几乎是圆点而不是圆圈说明实际体系的电子掺杂程度可

能要高于理论计算。

图 6–14 (a) γ-PtBi2 表面 B在光子能量 29 eV下测得的费米面，对应动量空间 Γ−K −M 面内的费
米面。蓝色虚线表示表面布里渊区边界，绿色虚线表示 (b)中 E-K色散关系提取的位置。(b)沿着 (a)
中费米面不同方向 Cut的能带色散关系，图中白色虚线标记了空穴型能带。
Fig 6–14 (a) Fermi surface measured at hν = 29 eV on B side. The value of kz is corresponding to Γ point in
mementum space. Blue dash line represent the boundary of surface Brillouin zone. Green dash lines mark
the cut position. (b) Band dispersion along different direction in (a). White dash lines are guide for eye.

i经计算 9.5 eV、29 eV、57 eV的 kz 值分别对应 Kz 方向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布里渊区的 Γ点。hν = 9.5 eV时，
虽然分辨率较高，但 ARPES的 Angular 30模式下 9 eV对应的波矢面范围太小，无法覆盖 PtBi2 的一个表面布里渊
区，且测得的费米面弧度较大；hν = 57 eV时，由于跃迁矩阵元的效应，能带色散变得异常微弱，且高能时分辨率低。
综合考虑，hν = 29 eV比较合适，且能带信号强度适中，分辨率也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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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从高对称方向的能带色散关系还是布里渊区高对称动量平面内的费米面

来看，ARPES的实验结果与理论的计算匹配都是较好的。这基本确定了 γ-PtBi2的稳定
结构为非中心对称结构 (图6–4中结构构型)的设想是正确的，当然实际真正的原子结构
还需要更加直观的实验方法去确定 (如高分辨的 AFM和 TEM)。

6.6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 γ-PtBi2的晶体结构和能带结构。结合 ARPES和 STM实验，发现
了 γ-PtBi2 具有非中心对称的晶体结构。实验测得的能带结构与第一性原理计算的结果
非常吻合。通过理论计算和 ARPES实验，我们还发现 γ-PtBi2体能带存在管状的准二维
费米面，这或许和它奇特的输运性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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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高温稀磁半导体母体 Ba(Zn0.875Mn0.125)2As2能
带结构研究

7.1 研究背景

半导体科学技术发展直接成就了今天的信息时代，传统的半导体已开始无法满足日

益增长的信息处理和存储的需求，寻求新的信息载体变得越来越迫切。电子具有电荷和

自旋，如果将电子的这两个性质都完全利用起来，将可能为半导体技术带来跨越式的发

展。早在上世纪 60年代，人们就发现了磁性可以与半导体性质共存[345]，这类材料称为

磁性半导体。很多磁性元素在半导体中的溶解度非常低使得制备高质量的磁性半导体非

常困难，真正意义上的磁性半导体研究是从 II-VI族的半导体中掺杂微量的磁性元素开
始的[42]，由于磁性元素与母体被替换元素的价态相同，磁性元素只引入磁矩却不引入

载流子，材料电性很难调控。后来 90年代，III-V族半导体母体 (InAs、GaAs等[35,36,44])
中掺杂Mn元素的稀磁半导体通过MBE的方法制备出来，由于价态的不同，Mn元素既
引入了磁矩也提供了载流子，一度掀起了研究这类稀磁半导体的热潮。美中不足的是，

Mn元素集自旋和电荷引入于一身这样的性质是把双刃剑，这种 “捆绑”式的自旋和电荷
掺杂严重制约了材料磁性与电性调控的维度，使得制备半导体器件变得困难。

图 7–1 (Ba,K)(Zn,Mn)2As2 的磁性测量。[48] (a) (Ba1−xKx)(Zn0.9Mn0.1)2As2 不同掺杂量 x 的样品在零
磁场冷却 (ZFC)和施加着 500高斯的磁场中冷却 (FC)的磁性测量。(b) (Ba1−xKx)(Zn0.9Mn0.1)2As2不
同掺杂量 x的样品在恒温 2 K下的磁滞回线图，施加的外加磁场最大到 7 T。
Fig 7–1 Magnetic properties of (Ba,K)(Zn,Mn)2As2.[48] (a) DC magnetization measured in H = 500 Oe
in (Ba1−xKx)(Zn0.9Mn0.1)2As2 with several different charge doping levels x, with ZFC and FC proce-
dures. (b) M(H) curves after field training and subtraction of the paramagnetic component measured in
(Ba1−xKx)(Zn0.9Mn0.1)2As2 with several different charge doping level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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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哥伦比亚大学 Yasutomo Uemura教授研究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靳常青
教授研究组和浙江大学宁凡龙教授研究组密切合作，成功设计、制备出了一系列电荷、

自旋分离的新型块材稀磁半导体。这些新型稀磁半导体的制备是通过在母体中掺入磁

性离子引入局域磁矩，同时掺入不同价态的金属离子引入载流子，实现电荷和自旋的分

离。借用铁基超导的命名方式，新型的稀磁半导体可以分类为 “112”[47–49]、“111”[50,51]、

“1111”[52–56]、“32522”[57]、“42622”[58]型等。这些新型的块材稀磁半导体具有一些特有的

优势，而与本论文工作相关的 “122”型稀磁半导体 (Ba,K)(Zn,Mn)2As2 的铁磁转变温度
Tc更是已经达到 180K[48]，后续的研究工作显示其体系的 Tc上限又提升到 220K[49]，已

经超过了 (Ga,Mn)As的最高 Tc纪录。(Ba,K)(Zn,Mn)2As2体系中，空穴型载流子由 K替
换了 Ba而产生，而磁矩则普遍认为是 Mn替换 Zn后提供的，替换比 Mn插层在 ZnAs
原子层间相对更加稳定[346]。

图 7–2 (Ba0.7K0.3)(Zn0.85Mn0.15)2As2零磁场冷却 (ZFC)和施加着 500高斯的磁场中冷却 (FC)的磁性
测量，居里温度 Tc约为 230 K。插图内是恒温 2 K下的磁滞回线图，施加的外加磁场最大到 7 T。[49]

Fig 7–2 magnetization measured in H = 500 Oe in (Ba0.7K0.3)(Zn0.85Mn0.15)2As2 at both zero field cooling
(ZFC)and field cooling (FC) modes, with Curie temperature (Tc) 230 K. Inset: The isothermal magnetic
hysteresis curve M(H), measured in the external field H up to 7 T.[49]

“112” 体系的 (Ba,K)(Zn,Mn)2As2 的是四方结构的半导体。先前的工作中，如图7–
1(a)所示，展示了 (Ba,K)(Zn,Mn)2As2 不同掺杂组分 (x = 0.05、0.1、0.15、0.2、0.25和
0.3)在零磁场冷却 (ZFC)和施加着 500高斯的磁场中冷却 (FC)的磁性测量曲线。从该图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温度降低铁磁序的形成，对应的居里温度分别为 Tc = 5 K、40 K、
90 K、135 K、170 K和 180 K。在居里温度以上，样品表现为顺磁性，且通过 Curie-W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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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拟合获得每个 Mn+2 有效的顺磁磁矩大小约为 5个玻尔磁子 (5µB per Mn+2)[48,347]，

正好与Mn+2的最外层 3d轨道上占据的电子数 (5个)吻合。图7–1(b)是这些样品对应的
磁滞回线，扣除了轻微的顺磁本底 (可能由剩磁和场致极化导致[48])，2 K下的单个Mn+2

的饱和磁矩基本坐落在 1∼2 µB 之间，与早期的 “11”体系的稀磁半导体 (Ga,Mn)As[36]

和 Li(Zn,Mn)As[50]的磁性量级差不多。不久后，原来 180 K的居里温度上限被突破，Tc
已经可以达到 230 K，如图7–2所示，在 230 K以下，样品 (Ba0.7K0.3)(Zn0.85Mn0.15)2As2
开始出现明显的铁磁有序特征，插图中的 2 K 下的磁滞回线的饱和磁矩和之前的差不
多，也在 1 µB 左右。所以 “112”体系的稀磁半导体在不损失磁性性能的情况下，自旋
和电荷的掺杂分离相比于早期 “11”体系i有着非常大的应用优势。

图 7–3 (a)局域自旋与巡游载流子相互作用，Mn的 d↑,↓ 能带与 As的 εitin 能带杂化示意图。插图：
BaZn2As2 在 Mn掺杂前 (灰)后 (黑)的 DOS 示意，Mn能带较窄，As能带在杂化后能量更加展宽。
右下示意两次局域自旋与巡游载流子发生交换作用的过程。(b)饱和磁矩随磁性掺杂和空穴掺杂的关
系。实验数据点来自参考文献 [48]。实线表示考虑样品合成在 500 K热动力学平衡下有 Mn单质形
成后的饱和磁矩计算曲线。虚线表示Mn原子随机分布的模型下的饱和磁矩计算曲线。
Fig 7–3 (a) A carto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ized spins mediated by the itinerant carriers depicting
a spin-resolved schematic of the broad As band εitin hybridaizing with the narrow Mn bands d↑ and down
d↓, forming the bands ε±↑,↓. The effective magnetic coupling JeffH scales with (EF -ε↑)−1. Inset: A schematic
of the BaZn2As2 DOS before (grey lines) and after (black lines) Mn doping. The narrow Mn states interact
with the As states, broading the DOS and reducing the indirect band gap. (b) The dependence of the reduced
magnetization due to singlet formation on hole doping. The experimental points are from Ref.[48]. The solid
lines are the reduced magnetization when Mn singlet formation is in 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 at 500 K,
while the dashed-dotted lines are the reduced magnetization for a random distribution of Mn atoms. The light
grey, dark grey, and the black lines correspond to y = 0.05, 0.10, and 0.15, respectively.

i“11”型稀磁半导体其实在 20世纪 80年代就已经制备出，属于 II-VI族稀体铁磁半导体，但它并不是自旋、载
流子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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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a)、(b) 720 eV和 680 eV光子能量的入射软 X射线光源下测得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348]高对
称方向如图中标注。(c)、(d)对应 (a)、(b)的二次微分。[348] (e)第一布里渊区，箭头表示 (a),(b)中能谱
数据所处的动量空间的位置。[348] 。
Fig 7–4 (a),(b) Soft x-ray angle-resolved photoemission spectroscopy (ARPES) intensity taken with hν = 720
and 680 eV photons.[348] (c),(d) Corresponding second derivatives with respect to energy.[348] (e) The first
Brillouin zone. The momentum cuts are shown by arrows.

鉴于此类稀磁半导体具有普遍较高的居里温度，引起学术界广泛兴趣，但是其磁性

起源机制依然处于争议之中[41]。最近，基于 DFT理论计算，Igor Mazin等人提出用改良
的双交换作用模型来解释 (Ba,K)(Zn,Mn)2As2体系的磁性机制[346]。在 (Ba,K)(Zn,Mn)2As2
体系中，Mn(3d) 局域的自旋与 As 巡游的空穴海洋相互作用，该局域的自旋会对巡游
载流子海洋响应，与其他的局域自旋排列对齐形成铁磁或反铁磁有序。图7–3(a)展示了
Mn局域能带与 As能带发生耦合杂化形成新能带结构的示意图，左上插图示意了母体
掺入Mn元素前后态密度的变化。具体的改良模型就是将双交换模型中的 Hund定则耦
合系数 JH 替换成等效的 JeffH ，对于既有空穴掺杂又有磁性掺杂的母体，他们的计算结

果显示除了最近邻是反铁磁更加稳定之外，次近邻以上均是铁磁有序能量更低 i，但是

使用Mn原子随机分布的超胞模型会使得计算结果严重高估饱和磁矩。如果假设一部分
Mn会形成Mn2反铁磁构型的双聚物的模型来解释实验上饱和磁矩的减少，再考虑合成

过程中热动力学平衡的对Mn聚合物影响，最终计算出的结果与参考文献 [48]中的实验
i文章中他们将双交换作用的前提条件从 “必须要有两种不同价态的磁性元素”推广到 “存在局域自旋与巡游载流

子相互作用”。所以，文章中倾向于认为双交换作用和 RKKY相互作用物理本质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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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吻合地非常好，如图7–3(b)中实线所示。从图7–3(b)中虚线可以看出，如果希望将
(Ba,K)(Zn,Mn)2As2 的饱和磁矩提高到 ∼ 3 µB，那么需要 Mn原子尽可能随机分布，可
行的办法是合成冷却的过程中，进行淬火，而不是缓慢降温。他们的模型预言如果将 As
替换成同族的 P或者 Sb(母体变成 BaZn2P2或者 BaZn2Sb2)，那么可以使等效的 Hund定
则耦合系数 JeffH 提高 ∼ 60%，从而可以大幅度提高 Tc，最终可能实现室温下的铁磁有
序。

在 2014年，Fujiomri研究组就对 (Ba0.7K0.3)(Zn0.85Mn0.15)2As2样品进行了 X射线波
段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实验。图7–4分别为两个不同高对称方向的 ARPES 能谱和对应
的二次微分谱，数据不是非常的清晰，在二次微分谱里-3.5 eV的束缚能位置勉强能看
到 Mn(3d)的局域态 i。尽管在后续有理论计算的对比，如图7–5所示，但是由于实验数
据分辨率较低，能带清晰度并不高等因素，实验与计算结果匹配地并不尽如人意 ii。

图 7–5 (a)、(b) ARPES的实验结果与母体 DFT理论计算的能带结果对比。[348] (c)理论计算的在布里
渊区里的空穴型费米面。[348]

Fig 7–5 (a),(b) Comparison of the peak positions between the ARPES data and density-functional-theory
band dispersion of the host material Ba0.7K0.3Zn2As2.[348] (c) Calculated FSs. Top: Hole FS. Middle: Hole
FS. Bottom: Hole FS centered at the Γ point and electron FS centered at the Z point.[348]

对于只掺杂Mn元素的 BaZn2As2，理论计算 [346]显示 As主导的价带和 Ba主导的
导带与Mn的局域态杂化导致能量上更展宽，价带顶和导带底会上移和下移 ∼ 2.8y eV，
并随着Mn元素的掺杂，间接能隙可能会关闭 iii。为了获得更高分辨率的能带数据及对

研究掺 Mn对能隙的影响，我们对母体 BaZn2As2 纯磁性 Mn元素掺杂的样品进行了紫
i在他们另一个工作中从不同光子能量的 X射线 EDC中观测到了明显的Mn(3d)吸收边共振效应[349]。
ii实际上从我们后续的工作来看，我们的理论计算和他们文章中的基本一致，经过比对更加清晰的实验数据，我

们发现他们的实验结果的费米能级过低估计了，真实的费米能级相比他们目前文章中声明的费米能级及可能再提升

600 meV左右。
iii这里的 y 是表达式 Ba(Zn1−yMny)2As2 中的磁性元素掺杂量。母体 BaZn2As2 理论计算的直接能隙为 0.71 eV，

间接能隙为 0.25 eV。实验上测试 y = 0.125的样品，按参考文献 [346]中理论估计的能带展宽上移和下移量 ∼ 2.8y

eV = ∼ 0.35 eV来看，间接能隙已经关闭，直接能隙几乎关闭变成 0.01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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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波段的 ARPES实验及表面原位掺 K实验。除了之前都确定的-3.5 eV的Mn(3d)的能
带结构之外，发现了一条新的疑似来自Mn(3d)的能带。表面掺 K发现了能隙直接能隙
并没有简单地关闭，而是出现了一些疑似 Stark效应的迹象。后面小节将开始详细介绍
在紫外入射光 ARPES及原位掺 K实验的 Ba(Zn,Mn)2As2体系能带结构的研究结果。

7.2 Ba(Zn0.875Mn0.125)2As2的电子结构表征
本小节将介绍 Ba(Zn0.875Mn0.125)2As2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的研究。虽然之前也有类

似体系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研究，但研究主要集中在 X射线能量段[348,349]，电子结构较

模糊，能量和动量的分辨也要差一些，且并没有系统地给出清晰的电子结构。相对而言，

我们的 ARPES实验则系统地研究了 Ba(Zn0.875Mn0.125)2As2 的电子结构，且测的能带结
构较清晰，并发现了一些新的色散。

图 7–6 (a)四方相的BaZn2As2的晶体结构示意图。(b) β-BaZn2As2的倒格子空间布里渊区。(c) ARPES
实验 P偏振和 S偏振的实验装置结构示意图。(d)费米能级以下 0.5 eV的等能面。四方的对称性与晶
体结构吻合。
Fig 7–6 (a) Schematic of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tetragonal ThCr2Si2 phase of BaZn2As2[346]. (b) Brillouin
zone of β-BaZn2As2. (c) Sketch of the two light polarizations (S and P-polarization) used in the experiments.
(d) Constant energy contour at a binding energy of -0.5 eV. Rectangular symmetr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bulk
cryst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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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实验方法

高质量的 Ba(Zn0.875Mn0.125)2As2 单晶样品是通过无助溶剂的固相反应法合成的，
和参考文献 [50] 中描述的生长方法相似[48,50]。我们用于 ARPES 实验的高质量的
Ba(Zn0.875Mn0.125)2As2样品是由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宁凡龙老师课题组提供的。如果在
Ba(Zn0.875Mn0.125)2As2体内掺杂了K元素，还将会成为铁磁性的半导体[350]，但是出于控

制变量和研究简便的考虑，并没有直接研究掺杂 K元素的样品。Ba(Zn0.875Mn0.125)2As2
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实验是在美国先进光源 (ALS，Beamline-4.0.3)和中国合肥国家同
步辐射实验室 (NSRL，Beamline-13U)完成的。ARPES实验使用的是 V G − Scienta的

能量分析器，测试的样品温度保持在 20 K左右，且本底的真空好于 1×10−10 Torr。入射
光所使用的紫外波段的 20 eV到 120 eV的同步辐射光源，能量分辨率好于 15 meV，动
量角度的分辨率好于表面布里渊区的 1%。除此之外，我们还采用了不同偏振的入射光：
S和 P偏振，试图改变光电效应的跃迁矩阵元[84,91]来更全面地表征能带结构，实验装置

的几何机构示意如图7–6(c)所示。ARPES的费米能级是通过多晶的金箔 (Au)的费米能
级作为参考来最终标定的。为了获得干净新鲜的表面，样品的解理在 20 K的低温下原
位进行。

7.2.2 理论计算方法及其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在获得了实验的能带结构后，我们计算了Ba(Zn0.875Mn0.125)2As2的母体 β-BaZn2As2
的能带结构，并将其与实验结果对比。人为的希望 Mn掺杂是替换了 Zn的位置，但实
际情况的掺杂没这么简单，可能会替换也可能是插在中间层，所以这对理论计算的原胞

建模带来困难，鉴于 Mn的掺杂量不是非常多，从之前的实验结果来看，Mn的掺杂对
母体能带的影响不是很大[348]，所以对比母体的电子结构的计算结果还是具有一定参考

价值的。

本工作中母体 β-BaZn2As2 的计算采用的晶胞如图7–6(a)所示，其对应的动量空间
的布里渊区如图7–6(b)。计算采用 VASP软件包中的 PAW法 (projector augmented-wave
method)[351,352]，且晶胞的体积及内部原子位置分布都经过结构优化，每个离子间的作用

力弛豫到小于 0.01 eV/ Å。结构优化后的晶胞晶格常数为 a = 4.138 Å和 c = 13.424 Å，这
与之前的晶格常数的实验结果[48]a=4.131 Å和 c = 13.481 Å较吻合。能带计算过程中，使
用了与参考文献 [346]中一样的改良 Becke-Johnson交换势 (mBJ exchange potential)，实
际计算的电子结构如图7–7所示。

ARPES 实验中，由于偶极矩跃迁矩阵元效应，在远紫外的入射光能量下，发现
Ba(Zn0.875Mn0.125)2As2的费米能级附近的态密度信号强度非常低，所以为了表征单晶材
料的对称性，ARPES的数据截取了费米能级以下 500 meV的等能面 (图7–6(d))。图7–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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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采用第一性原理计算的母体 β-BaZn2As2沿着路径 Σ− Γ− Z −Σ1的能带结构。计算使用的
BMJ交换势参考了文献 [346]。

Fig 7–7 The calculated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Parent substance β-BaZn2As2 along Σ− Γ− Z − Σ1.

的等能面展示了四方对称性，这和母体 β-BaZn2As2 的晶格对称性吻合[353]。这里对于

Ba(Zn0.875Mn0.125)2As2，默认其中 Mn的掺杂是比较均匀的，即并没有明显破坏母体原
来的周期性。沿着高对称方向 Σ̄ − Γ̄ − Σ̄ 的 ARPES 能带结构在 S 偏振入射光下，随
着不同光子能量 (120 eV∼76 eV)的变化如图7–8(a)-(l)所示。对于 β-BaZn2As2来说，费
米能级附近的价带主要来自 As的 4p轨道上电子的贡献[346]，但是由于在紫外入射光能

量下的散射截面非常小[354]，导致 ARPES能谱实验上测得的态密度非常弱。在此之前，
日本 Fujimori研究组关于 Ba0.7K0.3(Zn0.85Mn0.15)2As2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研究中，他们
的数据中靠近费米能级低能区域 (紫外入射光能量段)的能谱也没有非常明显的能带信
号强度[349]，这与我们的实验现象一致。对于我们的样品 Ba(Zn0.875Mn0.125)2As2，虽然
图7–8中费米能级附近的强度也是非常弱，但我们观测到了 Γ̄点 (k// = 0 Å−1)附近几个
非常明显的空穴型能带结构。除了有明显色散的空穴型价带之外，图7–8(a)-(l)中还能观
测到有一条无色散的水平能带，能量位置在-3.3 eV左右，尤其在图7–8(i)-(l)中较为清晰
可见。这条水平无色散的能带在先前日本 Fujimori研究组的软 X射线的 ARPES实验中
也被观测到过[348,349]，根据早先 Igor Mazin等人的理论 DFT计算的工作结果，这条能带
属于 Mn的 3d电子能态[346]。从图7–8大致看上去，不同入射光能量下的能谱大趋势上
基本一样，后续从 kz 方向的能带色散讨论我们知道，那是因为色散较强的 band-“1”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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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矩阵元效应几乎看不到，而剩下能看到的 band-“2”和 band-“3”沿着 kz 方向只有非常
微弱的色散。

图 7–8 在不同光子能量下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Σ̄测得的 ARPES能谱。入射光能量范围为 120 eV∼76
eV，且为 S偏振。
Fig 7–8 ARPES spectra along the Γ̄−Σ̄−Γ̄ direction using various incident photon energies. Incident photon
energy is from 120 eV to 76 eV, and all photons are S polarization.

在进行了 Ba(Zn0.875Mn0.125)2As2不同入射光能量下的 APRES能谱实验后，可以提
取出其能带结构随着 kz 方向的色散关系。实际做 kz 方向色散的光子能量变换实验中，
入射光的能量从 56 eV到 120 eV，每隔 1 eV都进行 ARPES的采谱，这样能获得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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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 kz 方向色散。虽然因跃迁矩阵元的影响，Γ̄点费米能级附近的 ARPES能谱信号
不是很强，但我们发现在第二布里渊区的 Γ̄点费米能级的 ARPES能谱信号较强。所以，
为了得到较完备的能带沿 kz 方向的色散，我们同时提取了第一布里渊区和第二布里渊
区的 Γ̄点 (k// = 0 Å−1 和 k// = 2π/a)处能带随着光子能量变化的信息 (图7–9(a)、(b))。
同时，我们将之前 BMJ方法计算的沿 Γ−Z 方向的电子结构叠加到 ARPES的实验能谱
中，如图7–9(a)、(b)上的白点所示，发现大趋势上基本吻合，尤其是第二布里渊区的费
米能级附近 (图7–9(b))，吻合地非常好。为了使计算和实验匹配，计算所得的费米能级
稍微移动了下，这个可能是实际样品的缺陷导致的化学势不一样。除了费米能级附近实

验的能带非常弱无法明确判断之外，整体来说，实验的结果与理论的计算匹配地很好。

从图7–9(a)、(b)，可以看到四条有色散的能带，两条能量色散较强的能带在第一布里渊
区的 kz 能带图中较明显，分别标记为 Band-“1”和 Band-“4”；而另外两条能量色散较弱
的能带却在第二布里渊区的 kz能带图中较明显，同样分别标记为 Band-“2”和 Band-“3”。
图7–9(c)、(d)是分别对第一和第二布里渊区的 kz 色散进行了二次微分处理之后得到的，
尽管 Band-“1”在图7–9(c)中只能看见很少部分且图7–9(d)中基本看不到，但鉴于其他标
记的三条能带都很清晰且 Band-“1”的可见的部分也与理论吻合的都不错，我们有理由
相信 Band-“1”的能带走势基本和理论的一致。的确如此，后续低能入射光的 ARPES能
谱，因为散射截面的增大所以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费米能级附近的 Band-“1”。
从图7–9(a)、(b)都能明显地看到，沿着 Γ − Z 方向，光子能量所对应的 kz 的动量

波矢范围已经覆盖了超过一个完整的 kz 周期。通过能带 kz 色散的的周期性及其对应
的光子能量，可以估算出所使用入射光能量范围内普适的内势值 V0

i，这里我们的样品

Ba(Zn0.875Mn0.125)2As2 对应的内势值 V0 = ∼ 11.5 eV。知道了内势值 V0，就可以算出所

有入射光能量对应的探测固体内真实的 kz 波矢，如图7–10(a)所示，kx - kz 平面内光子
能量所对应的探测波矢范围被弧线示意出来。布里渊区的中心 Γ点的对应的光子能量

为 ∼ 46 eV，∼ 76 eV和 ∼ 112 eV；而 kz 方向的布里渊区边界中心 Z点对应的光子能量
为 ∼ 60 eV和 ∼ 93 eV。
除了之前所讨论的四条有色散的能带之外，从图7–9(a)、(b)中，还能辨识出在另外

两条理论计算里没有的且基本无色散的能带 (图中用红色虚线标记出来)。我们将较深的
那条无色散能带标记为 NB-“1”ii，束缚能所处的能量位置约为-3.3 eV，与图7–8中的一
致；相对靠近费米能级无色散能带标记为 NB-“2”，其束缚能位置约为-1.6 eV。在二次微
分后的图7–9(c)、(d)中，这两条不符合理论计算的母体能带则更加明显。

i从前面仪器原理章节我们知道，V0的大小其实是会随入射光能量而发生变化的，但小范围内的光子能量变动一

般近似成 V0 值保持不变。
iiNB为 Non-dispersive Band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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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能带 NB-“1”，如上文所述，早先就有 DFT理论计算[346] 和 X射线能谱实验的
研究工作[348,349]；对于能带 NB-“2”之前没有实验工作提及到。X射线能谱实验中，能
带 NB-“1”的共振效应在Mn的 L吸收边也被观察到。在紫外入射光能量段下，虽然共
振效应没有 X射线下的那么强烈，但依然能在Mn的M吸收边i能观察到共振效应，如

图7–9(a)、(b)中颜色的强弱。

图 7–9 Ba(Zn0.875Mn0.125)2As2沿着 Γ− Z 方向的价带色散图。(a)第一布里渊区采集的 kz 色散。(b)
第二布里渊区采集的 kz 色散。(a)和 (b)中的红色虚线标识出了来自 Mn元素 3d电子的局域态。白
色的点线为母体 β-BaZn2As2的 BMJ能带计算。(c)和 (d)分别为 (a)和 (b)的二阶微分图。图中用序
号标记了各个能带。
Fig 7–9 Valence band dispersions along kz (Γ − Z) direction measured in the (a) first surface BZ and (b)
second surface BZ. White dotted lines are the calculated bands. Red dashed lines indicate two flat bands from
Mn 3d states. (c) and (d) are the corresponding second derivative image of (a) and (b).

为了更详细地讨论 kz 方向的能带，我们提取了 k// = 0 Å−1 处能带的能量分布曲线

i这里我们发现共振加强的入射光能量为 60∼95eV；Mn的 M1吸收边能量为-82.3 eV，M2和 M3的吸收边能量
为-47.2 eV[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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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s，如图7–10(b)所示，且按照对应的光子能量的能谱总的强度进行了归一化。图7–
10(b)中用蓝色标记了能带 NB-“1”和能带 NB-“2”的共振强弱，蓝色区域越大表示共振
越强。所以，能带 NB-“1” 来源于 Mn 的 3d 电子态，这个基本没有什么大疑问。其实
在Mn+2态密度 (Density of states, DOS)的 DFT理论计算中，可以看到 DOS主要分为两
部分，如图7–10(c)所示。第一部分谱重较大，位于-4 ∼ -3 eV，这和能带 NB-“1”对应，
第二部分谱重相对较小，主要分布在-3 ∼ -1 eV的区间，这个能量区间正好符合了能带
NB-“2”的能量位置。从图7–9(a)-(d)和图7–10(b)中，也能看出能带 NB-“2”在 80 eV ∼
110 eV之间也有共振效应。能带 NB-“2”共振效应发生的能量区间和能带 NB-“1”的不
是完全一样，而且要更高一些。两者共振条件的不同可以排除能带 NB-“2”是 Mn表面
态的可能。至此，可以推断能带 NB-“2”可能来源于能量更低的Mn(3d)的能态，实验结
果中能带 NB-“2”的谱重并不像Mn(3d)的 DOS计算中描述地那般小。

图 7–10 (a)动量空间中，kx - kz平面内的高对称点Γ和Z的分布。蓝色实线表示 30◦收集角内，不同光子
能量能够探测到的位置。(b)之前 kz色散的图7–9(a)的能量分布曲线 (EDCs)。蓝色标记了Mn元素 3d
电子的局域态所在的束缚能位置，且蓝色区域范围越大表示共振效应越强。(c) Ba(Zn0.875Mn0.125)2As2
的态密度分布理论计算结果。详见参考论文 [346]。
Fig 7–10 (a) Locations ofΓ and Z points in the kx - kz plane. Blue solid lines indicate the momentum positions
that can be accessed by changing the incident photo energy and in-plane momentum. (b) some EDCs from
7–9(a). (c) Density of states of Ba(Zn0.875Mn0.125)2As2 from reference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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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能带 NB-“2”的共振能量区间 (80 eV∼110 eV)正好位于Mn和 As的M吸收
边能量之间，Mn的M1吸收边的能量为-82.3 eV，As的M3吸收边能量i为-141.2 eV[355]，

所以实验上能带 NB-“2”谱重的增加很可能由于Mn和 As的杂化导致的。其实在参考文
献 [348]的 Fig.4.(d)、(e)中也能看到些能带 NB-“2”存在的迹象。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DFT的计算结果可能低估了在能量-3 eV到-1 eV范围里Mn与 As之间的杂化作用。

图 7–11 ARPES实验测得的分别沿着 Σ− Γ− Σ和 Σ1 − Z − Σ1高对称方向的能带。(a)和 (b)使用
的是 S偏振入射光，(c)和 (d)使用的是 P偏振的入射光。(a)和 (c)沿着 Σ− Γ− Σ方向，对应光子
能量为 112 eV；(a)和 (c)沿着 Σ1 − Z − Σ1方向，对应光子能量为 93 eV。
Fig 7–11 The experimental band dispersions in the ab-plane along (a) Σ − Γ − Σ and (b) Σ1 − Z − Σ1

directions using S-polarization light. (c) and (d) ARPES spectra along the same directions as (a) and (b)
using P-polarization light. White dotted lines represent the calculated band structures of the β-BaZn2As2.

通过改变光子能量，可以获得 a-b面内沿着高对称方向Σ−Γ−Σ(kz = 0)和Σ1−Z−

iAs的M1吸收边能量为-204.7 eV，M2吸收边能量为-146.2 eV，M3吸收边能量为-141.2 eV[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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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1(kz = 2π/c)的能带色散。图7–11(a)、(b)分别展示了高对称方向 S偏振下的 ARPES测
得的能带色散，光子能量 112 eV和 93 eV分别对应了 kz = 0和 kz=2π/c。图7–11(c)、(d)
与图7–11(a)、(b)一一对应，唯一区别是入射光为 P偏振，可以看到 S偏振下有些信号较
弱的能带在 P偏振下加强了，而有些则在 P偏振下信号强度更弱了。同样地，我们将母
体 β-BaZn2As2 理论计算中相应的方向的能带色散叠加到实验上进行对比，如图7–11中
的白点描绘所示。和之前的 kz 方向的理论实验对比的结论一致，除了无色散的Mn(3d)
的局域态之外，其它色散能带都吻合地非常好。图7–11(b)、(d) 中，价带和 Mn(3d) 的
局域态都非常清晰，虽然之前说 Mn和 As杂化被 DFT计算低估，但并没有像 DFT计
算[346] 预期的那样看到价带和 Mn(3d)的局域态交叠部分因杂化而打开新的能隙，这与
X射线下的 ARPES实验结果一致[348]，所以，尽管掺杂的Mn和母体中 As之间存在着
较强的杂化，但是还没有强到足以使两者能带交叠处打开能隙的地步。

图 7–12 P偏振下，用较低的光子能量测得的沿 Γ̄− Σ̄方向的费米能级附近的能带。(a)采用的是 46
eV的入射光，功函数为 4.5 eV，对应 kz 的值为 kz = 4*(4π/c)。(b)采用的是 21 eV的入射光，功函数
为 4.2 eV，对应 kz 的值为 kz = 2.95*(4π/c)。
Fig 7–12 Low-energy band dispersions near the Fermi level. (a) and (b) ARPES spectra taken with hν = 46
eV and 21 eV photons with P-polarization. Blue dotted lines are the calculated bands.

鉴于跃迁矩阵元效应导致的费米能级附近能带 (0 ∼ - 0.5 eV)的信号极其微弱，且改
变偏振和目前所用的光子能量范围内的入射光都无法得到较大改善，只好进一步尝试

使用了更低光子能量的入射光。幸运地是，在更低入射光子能量下测得的 ARPES能谱
上可以看到费米能级附近的两条能带，这两条能带就是之前在较高光子能量下基本看

不到的 band-“1”和较弱的 band-“2”。图7–12(a)、(b)分别展示了沿着高对称方向 Γ̄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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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 偏振入射光子能量为 46 eV 和 21 eV 下的能带色散，分别对应的 kz 真实的值为
KZ = 4 ∗ (4π/c)和 KZ = 2.95 ∗ (4π/c)。从图中，可以看到能带的色散直接到费米能级
才截止，将对应的计算结果 (图7–13)叠加到 ARPES实验能谱上，如图7–12中蓝点所示，
测得的实验结果与计算结果也是吻合较好。真实样品的费米能级刚好在价带顶以下一点

点的位置，预示着这样品和其非磁性的母体具有较低的载流子浓度。

图 7–13 (a) mBJ方法计算能带所采用的动量空间的路径。(b) mBJ理论计算的沿 Γ̄− Σ̄方向的能带。
左右分别对应 kz 的值为 kz = 4*(4π/c)和 kz = 2.95*(4π/c)。蓝色虚线表示 ARPES实验的费米能级位
置。
Fig 7–13 (a) The calculated route of mBJ method. (b) mBJ calculated band structure of kz = 4*(4π/c) and
kz = 2.95*(4π/c).

至此，我们通过高分辨率的ARPES系统地研究了半导体样品Ba(Zn0.875Mn0.125)2As2
的能带结构，并与理论计算进行了对比，可以得到如下一些结论：•从实验测得的能带
与 DFT计算结果非常匹配来看，可以得知，这个体系中的电子电子耦合作用非常弱，且
少量磁性元素 Mn 的掺杂对母体能带的影响非常有限；• 两条与 Mn(3d) 相关的局域态
NB-“1”和 NB-“2”所处的束缚能位置为∼-3.3 eV和-1.6 eV，且 NB-“2”的谱重比 DFT理
论计算预期的要高，而且随着光子能量变换有共振效应，所以不是表面态而可能是Mn
与 As的杂化导致产生的；• ARPES的能谱上没有观察到Mn(3d)的局域态与 As的 4p的
价带之间打开新的能隙。

本小节，主要介绍了对未进行载流子掺杂而只掺杂了磁性 Mn元素的 BaZn2As2 体
系的做的较系统的 ARPES研究，后续还需要对纯母体的样品和同时掺杂载流子、磁性
元素的样品进行相应的 ARPES实验，通过系统的实验能带对比，才能更好的验证稀磁
半导体的磁性机理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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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表面原位的钾元素掺杂

鉴于理论计算给出了纯母体的能带的直接能隙和间接能隙以及掺 Mn 对能隙的
大小的影响，所以我们除了用 ARPES 探测其占据态的能带结构之外，还对解理的
Ba(Zn0.875Mn0.125)2As2 样品表面进行了原位的电子掺杂实验，试图获得其部分空态或
能隙的信息。

我们选取了高对称方向 Γ̄− Σ̄，在 95 eV和 112 eV的入射光能量下，测量了不同表
面电子掺杂状态下的能带结构，如图7–14所示。钾蒸发源用的是之前章节图2–2(g)中的
碱金属释放剂，预热保持电流 3 A，生长时电流加至 5 A，此时电压 3 V。虽说通过生长
时间来控制钾的生长，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钾蒸发出来的束流大小也会慢慢减小，而且

随着覆盖率的增加，表面电子掺杂的效果也会慢慢减弱至趋于饱和，所以实际实验中时

间的两倍不一定是覆盖率或者掺杂效果的两倍，只能准定量地估计电子掺杂。

我们对样品连续进行了 8次蒸钾，每次持续一分钟，每次蒸发完后就原位地测量其
能带，在 95 eV的入射光下的能带随掺杂钾量 0至 8分钟的演变如图7–14(a)所示，112
eV的对应部分 ARPES能谱如图7–14(b)所示。从图7–14(a)中可以根据第二布里渊区位
置的能带判断主体能带是在能量尺度上往更高束缚能的方向位移 (下移)，这说明样品正
被电子掺杂，费米能级抬升。

我们明显观察到第二布里渊区的信号远远强于第一布里渊区的信号，这也是之前小

节中提到的光电效应中跃迁矩阵元效应导致的，这种效应往往会导致部分能带在某些

条件下信号强度被削弱以至于很难探测到，需要变换能量或者偏振来改变跃迁矩阵元。

除了能带的下移，还观测到了第一布里渊区原来看不到能带的地方，隐约出现了电子型

的能带结构，费米波矢约为 0.5 Å−1，而且直接连接了下面的空穴型价带，图7–14(a)的
8 min比较明显。112 eV对应的图7–14(b)中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到第一布里渊区电子型
能带的特征，且同样在第二布里渊区看到了导带底的迹象。从之前的理论计算结果及讨

论的占据态能带来看，本征的能带的第一布里渊区应该是类似图7–12所示的空穴型的
价带，而且计算 (图7–7)中电子型导带波矢达到 0.5 Å−1的位置在本征费米能级以上 1.5
eV左右，显然靠这么点钾元素的电子掺杂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按照第二布里渊区主体
能带的下移量来看，电子掺杂的效果也只有 400 meV左右，远不如 1.5 eV。即便是通过
背栅电极的门电压进行电子注入也很难达到这么大的费米能级位移，所以这个新出现

的电子型能带不是本征的能带而是掺钾后新产生的能带。第二布里渊区出现的导带底的

信号，可能是真正的本征能带的导带底，因为该处的能隙约有 800 meV与理论计算的接
近，当然也可能是新产生的能带，只是因为绝对的 kz不一样，导致只探测到了部分，所
以还是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从图7–14(c)不同能量的 ARPES谱来看，第一布里渊区在 Γ

和 Z 点均有类似的电子型能带，形成这样的新能带的机理很可能是掺杂钾元素后导致

— 132 —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七章 高温稀磁半导体母体 Ba(Zn0.875Mn0.125)2As2能带结构研究

图 7–14 Ba(Zn0.875Mn0.125)2As2 表面原位钾元素掺杂过程沿 Γ̄ − Σ̄方向的能带色散变化。(a) 95 eV
的入射光能量下，Γ̄ − Σ̄的能带色散随着不同时间钾元素掺杂的变化，对应第一和第二的布里渊区
位置的 kz = 5.55*(4π/c)和 kz = 5.31*(4π/c)。(b) 112 eV的入射光能量下，Γ̄ − Σ̄的能带色散随着不
同时间钾元素掺杂的变化，对应第一和第二的布里渊区位置的 kz = 6*(4π/c)和 kz = 5.77*(4π/c)。(c)
112 eV和 95 eV下掺钾 8分钟后的 Γ̄− Σ̄方向能带对比。(d) 112 eV和 95 eV的入射光对应的可探测
的动量空间 Γ− Z − Σ1 − Σ平面内的波矢弧面。
Fig 7–14 In-situ Potassium dose on the surface. (a) ARPES spectra acquired during the controlled deposition
of potassium atoms from an effusion cell onto the (001) surface of Ba(Zn0.875Mn0.125)2As2 (hν = 95 eV).
(b) Same as (a) but with different incident photon energy (hν = 112 eV). (c) ARPES spectra of hν = 112 eV
and hν = 95 eV with 8 mins’ potassium dosed. (d) Momentum positions in kx-kz plane that can be accessed
by incident photon energy hν = 112 eV and hν = 95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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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品界面内外电荷不均匀，因极化而产生的 Stark效应导致的，行为类似黑磷表面的
掺钾[356]。

样品表面掺钾的实验并没有完全系统地完成，为了能够进一步研究新能带的来源，

后续还需要在高对称点对应的光子能量下进行原位电子掺杂的实验来更加系统地确定

起因。由于跃迁矩阵元的影响，在较高光子能量的入射光会使第一布里渊区的费米能级

附近能带变得较难观测，所以较低能下的原位电子掺杂实验将是个不错的选择。

7.3 本章小结

本章我们主要介绍了 Ba(Zn0.875Mn0.125)2As2电子结构的研究工作。通过紫外波段的
ARPES实验，发现了新的Mn(3d)局域态，Mn与 As的杂化要比理论预期的要强。我们
实验测得的 Ba(Zn0.875Mn0.125)2As2 能带结构与第一性原理计算的纯母体 BaZn2As2 能带
结构非常符合，反映出该体系中不存在电子强关联作用。由于Mn和As能带的杂化，As
与Mn(3d)能态之间发生了谱重的转移，而实验能谱上并没有观测到杂化形成的能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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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总结

本论文的内容介绍了作者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工作，结合分子束外延 (MBE)、扫
描隧道显微镜 (STM)、角分辨光电子能谱 (ARPES) 等手段对锡烯薄膜、ZrTe5 单晶、
PbTe(111) 薄膜、γ−PtBi2、Ba(Zn0.875Mn0.125)2As2 进行了原子结构或电子结构的研究。
主要的实验结果总结如下：

1. 利用分子束外延在 Bi2Te3(111)上首次成功外延制备出单层的二维锡烯薄膜。
低温的 STM实验确定了单层锡烯薄膜中的锡原子不在同一平面内而是呈翘曲的
A-B堆垛双原子层蜂窝状结构。通过变光子能量和变偏振的 ARPES实验提取了
锡烯薄膜的能带，实验结果与第一性原理的计算结果一致。结合理论计算，我们

发现位于布里渊区边界 K点的能带主要由锡的 pz 轨道构成，且其对应的悬挂键
极易被饱和。我们的实验结果直接从实验上证明具有低度翘曲结构的锡烯薄膜

在基底上是可以稳定存在的，为锡烯的实验研究打开了大门。

2. 利用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在 ZrTe5单晶材料中直接观察到了一维边缘态。
ZrTe5是一种范德华尔斯层状化合物，理论上预言其单晶材料是弱三维拓扑绝缘
体或强三维拓扑绝缘体二者之一，晶格常数的微小变化都会影响计算结果。通

过在两个不同解离晶面上的高分辨能带测量，我们在特定的晶面上发现只存在

一维边缘态，而没有二维表面态，这个发现验证了 ZrTe5单晶体材料是一种弱三
维拓扑绝缘体，每一个 ZrTe5层都是一个二维拓扑绝缘体。我们的实验结果也是
首次用光电子能谱直接观测到一个二维拓扑绝缘体的一维边缘态。

3. 利用分子束外延制备了超薄 PbTe(111)/Bi2Te3(111) 异质薄膜，并用原位的
ARPES研究了其电子结构随厚度的变化及退火过程对电子结构的影响。
通过 RHEED监控生长过程晶格常数的变化，用 STM确认了其表面形貌高度平
整。在层厚较薄的 PbTe薄膜或退火处理后的 PbTe薄膜中观测到了新的狄拉克
锥形能带，与第一性原理计算的 PbBi3Te4 能带结构吻合，证实了其界面发生扩
散并形成新的三维拓扑绝缘体。

4. 利用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结合 STM 对 γ−PtBi2 的原子结构和电子结构进行了系
统研究。
在变光子能量的 ARPES实验中，我们测到了 γ−PtBi2的相对解理面具有两个不
同的表面能带结构，并且用低温 STM测得了对应两个表面的高分辨表面形貌。
除了表面态之外体能带与第一性原理的计算结果吻合的非常好，从实验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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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PtBi2具有非中心对称结构。我们还发现 γ−PtBi2体能带具有管状的准二维费
米面，这或许和 γ−PtBi2的一些奇特输运性质相关。

5. 利用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对Ba(Zn0.875Mn0.125)2As2的电子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测量。
由于散射截面和跃迁矩阵元的影响，以往 x光波段的光电子能谱在费米能级附近
缺乏可靠的数据，我们的研究首次在紫外波段精细测量了 Ba(Zn0.875Mn0.125)2As2
的能带结构。通过与第一性原理计算的母体能带结构进行对比，我们发现，

Ba(Zn0.875Mn0.125)2As2 体系中基本没有电子强关联效应，总体能带宽度和 DFT
计算符合很好。实验发现Mn和 As之间的杂化比 DFT计算预期的要强，Mn的
局域 3d电子态中存在两个强度较为接近的能带，其中费米能级-1.6 eV处的态和
Mn/As 杂化密切相关。虽然 Mn-As杂化作用较强，但 Mn 的局域态和 As 的巡
游电子能带相互作用还没有大到足够在能谱上产生可以直接观测的能隙。如果

BaZn2As2 母体单晶质量能够提高，我们就有望通过和母体的对比来验证理论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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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实验中块体解理样品的制备

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实验中除了薄膜样品，还会经常涉及到需要解理的单晶体材料

的制备。ARPES测试的能带信号几乎取决于样品解理后表面的质量，所以除了单晶样
品本身要足够高质量之外，解理的过程也是关键的一步。ARPES样品的尺寸大小一般
为 0.5 × 0.5 ∼ 2 × 2 mm 2，厚度一般在 0.05 ∼ 1mm 比较合适。解理样品一般按照如
图A–1所示的结构制备样品。

图 A–1单晶解理样品制备结构示意图
Fig A–1 Schematic of preparation of Cleavage Sample

• 橙色部分：铜质的金属底座，用来支撑样品并保持接地，一般称为 Pin；
• 灰色部分：陶瓷棒或者其他金属小棍，用来施加外力进行解理；
• 绿色部分：单晶样品，解理面保持与 Pin顶部平行；
• 黄色部分：导电胶 (silver glue，银胶)或者绝缘胶 (torr seal，真空密封胶)；基本
覆盖样品上下表面，但是上下不能粘连在一起；

• 蓝色部分：银漆 (silve paint)，用来使样品侧面与下面的铜底座导通接地；
• 紫色箭头：解理样品时候，施加外力的方向。
为了进一步提高解理的成功率，制备样品之前，需要挑选合适大小的样品，并事

先用解理胶带剥离样品最表层，尽可能使样品最表层平整。样品的面内形状最好是圆

形或方形，这样便于受力均匀，如果样品是条状的，那么可以用截面形状与样品面内

形状匹配的陶瓷棒或金属棒。如 ZrTe5，受限于材料本身的结构，其解理面大小约为

— 137 —



新颖量子材料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0.3 × 2mm，此时可以用截面同样约为或略小于 0.3 × 2mm的铝片来代替原来的圆柱形
截面的陶瓷棒，同时，铜底座的顶部的小平台尺寸也可以打磨成大小约为 0.3× 2mm的
形状。一般陶瓷棒和铜底座的形状及大小都是根据真实样品的尺寸需要来挑选或手工，

且一般尺寸都需要略小于样品面内尺寸。

最后，为了增强导电性和掩盖样品之外的其他信号，往往会在整个样品架的表面喷

上一层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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