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国家科技奖推荐公示内容 

 

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中文名 固体材料中贝里相位效应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英文名 First-principles investigations on the Berry phase effect in solid 

materials 

 

二、 提名者：谢心澄、向涛、马琰铭 

提名意见: 

该项目组长期从事凝聚态理论和计算物理研究，主要利用第一性原理方法研

究真实材料的贝里相位效应，重要学术贡献有: 

 一、发展了计算反常霍尔电导率的第一性原理方法，率先定量阐明反常霍

尔效应的内禀贝里相位物理机制。该工作已被实验和理论证实，美国科学院院士

Vanderbilt教授曾指出该研究具有开拓性。在此基础上还发展了计算自旋霍尔电

导率的第一性原理方法。  

二、率先指出目前实验条件下纯石墨烯中不可能实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

(QSHE)，该论断在国际上已受到广泛认可。首次指出类石墨烯体系-‘硅烯’、‘锗

烯’、‘锡烯’是可能实现QSHE二维拓扑绝缘体，从而引发了理论和实验上研究硅

烯、锗烯和锡烯的热潮，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也被相关文献命名为 

“Liu-Yao-Feng-Ezawa” 模型 

三、率先发展了普适的拓扑不变量Z2的第一性原理方法，首次实现无空间反

演体系拓扑不变量Z2的第一性原理方法，并由此预测了Half-Heusler和黄铜矿两

个体系中可能存在大量三维拓扑绝缘体，部分材料目前已被实验所证实。 

    该项目共发表论文34篇(含PRL 14篇)，其中8篇代表作被SCI他引2498次。该

项目的实施加深了人们对真实材料中新奇量子输运现象和拓扑态的认识，推进了

固体材料中贝里相位效应研究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因此，我们

强烈推荐他们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北京大学  谢心澄 



提名意见: 

该项目组率先发展了固体中反常输运物理量和拓扑不变量的第一性原理计

算方法，并定量阐明了反常霍尔效应的内禀机制和预测了一系列拓扑材料。所预

言的拓扑材料部分已得到实验证实。近年来，该项目组率先指出在纯石墨烯中很

难实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QSHE)，并首次提出“硅烯”、“锗烯”、“锡烯”体

系是可实现QSHE的二维拓扑绝缘体(TI)。上述工作都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其

中8篇代表作被SCI他引2400余次。部分因这些成果，第一完成人姚裕贵教授获得

了杰青和长江学者(2012)，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4)和万人计划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2016)等称号，并获APS和MRS邀请报告。我郑重推荐他们申报国家自

然科学奖。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向涛 

 

 

提名意见: 

项目完成人长期从事计算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研究，主要学术贡献有：发展了

计算反常霍尔电导率的第一性原理方法，定量阐明了反常霍尔效应中的内禀物理

机制，并被实验所证实，著名的计算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Vanderbilt 指出该工作具有开拓性。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发展了计算自旋霍尔电导

率的第一性原理方法。率先指出量子自旋霍尔效应不可能在本征的石墨烯中实现，

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该项目组预言了‘硅烯’、‘锗烯’、‘锡烯’是可能

的二维拓扑绝缘体，从而引发了理论上研究二维材料的拓扑物性和实验上合成硅

烯、锗烯和锡烯的热潮，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也被相关文献命名为“Liu-Yao-Feng-

Ezawa 模型”。项目组还发展了适用于任意体系拓扑不变量 Z2 的第一性原理计

算方法，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无空间反演体系拓扑不变量 Z2 的第一性原理计算，

并利用该程序预测了 Half-Heusler 和黄铜矿两个体系中可能存在大量三维拓扑绝

缘体, 部分材料目前已被实验所证实。上述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并被国

际学术界认可。其中 8 篇代表作被 SCI 他引 2498 次。我强烈推荐他们申报国家

自然科学奖。 

 

吉林大学  马琰铭 

 

 



三、 项目简介 

贝里相位在理解材料中的新奇量子现象和探索新物质态方面至关重要，并已

成功地应用到铁电极化、反常输运、拓扑绝缘体和各种量子霍尔效应等物理现象

中。本项目长期从事固体材料中的贝里相位效应研究，发展了反常输运和拓扑不

变量的第一性原理计算方法，并应用于反常输运和拓扑物性相关研究，做出了有

国际影响力的工作。主要发现点简述如下： 

1)发展了计算反常霍尔电导率的第一性原理方法，定量地研究了反常霍尔效

应中基于贝里相的内禀机制，指出了内禀机制的重要性。该工作解决了长期悬而

未决的科学难题－“内禀机制贡献在反常霍尔效应中是否重要”，纠正了此前“外

在在机制占主导，内禀机制不重要”的流行看法,实质性地推动了反常霍尔效应研

究的发展。代表性论文 1 被 SCI 他引 261 次,美国科学院院士 Vanderbilt 教授曾在

其 Rahman 奖(APS 计算物理领域最高奖)的获奖报告中介绍该工作是贝里相应用

的重要进展，在综述文章中指出该工作具有开创性；该工作还被两个独立实验组

所证实。在此基础上还发展了计算自旋霍尔电导率的第一性原理方法。 

2)在国际上首次指出类石墨烯体系－‘硅烯’、‘锗烯’、‘锡烯’是二维拓扑

绝缘体，并预言在该类二维材料中可在更高温度下观测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

2011 年该工作发表后立即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代表性论文 3 和 4 两篇理

论文章分别被 SCI 他引 944 次和 485 次。文中提出的相关模型被广泛使用，已被

有关文献称为“LYFE 模型”(LYFE 分别指项目完成人刘铖铖、姚裕贵、冯万祥

和日本东京大学的 M. Ezawa 教授)。该工作还引发了实验上合成硅烯、锗烯、锡

烯的热潮。其中，2012 年本项目组和中科院物理所吴克辉实验小组合作制备了

硅烯，是世界上最早合成硅烯的三个实验组之一。本项目还率先指出量子自旋霍

尔效应在纯石墨烯中不可能实现。相关代表性论文 6 被 SCI 他引 462 次，诺贝尔

奖获得者 A. K. Geim (石墨烯的发现者)和美国科学院院士 C. L. Kane(量子自旋霍

尔效应的提出者)分别在他们的 Rev. Mod. Phys. 综述中正面引用该工作。 

3)发展了计算拓扑不变量 Z2 的第一性原理方法，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非空

间反演体系中 Z2 的第一性原理计算。基于该方法成功地预测了黄铜矿和 Half-

Heusler 等体系中存在大量三维拓扑绝缘体材料，其中部分材料已被美国马里兰

大学、波兰科学院的实验所证实。相关代表性论文被包括国外的综述在内的很多

论文引用，美国科学院院士张首晟教授也在他的 Rep. Prog. Phys. 综述文献中大

篇幅引用这些工作。 

上述科学发现，加深了人们对真实材料中新奇量子输运现象和拓扑态的认识，

推动了贝里相位效应研究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该项目共发表论

文 34 篇(含 PRL 14 篇)，其中 8 篇代表作被 SCI 他引 2498 次。部分因这些成果，

第一完成人获得了杰青和长江学者(2012)，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4)和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6)等称号，并获 APS 和 MRS 邀请报告。 

 



四、 客观评价 

我们在国际上始终处于研究固体中贝里相位效应的领先地位，取得了多项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开创性研究成果，8 篇代表性论文被 SCI 他引 2498 次。本项目

的原创性成果被国际同行在 Rev. Mod. Phys. (RMP)、Science、Nature 子刊和 PRL

等权威综述和顶级期刊上大量引用和正面评价。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发展的新方

法以及预测的新材料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与高度评价, 推动了本学科的发

展。按照科学发现点, 第三方评价举例如下： 

关于发现点一的引用与评价 

代表性论文 1 被 SCI 他引了 261 次。代表性论文 1 被著名计算物理学家美

国科学院院士 Vanderbilt 教授在 2006 年 Rahman 奖(美国物理学会计算物理最高

奖)的获奖报告中高度评价。他在其报告中的 2 页 PPT 上都引用了该代表性论文

的工作，称该文为贝里相应用到固体材料电子结构理论中的重要进展【APS 

March Meeting, 2006 年 Rahman 奖报告】；2012 年他在 RMP 综述文章中再次指

出我们关于贝里曲率的第一性原理计算是开创性的工作“The AHC of bcc Fe… was 

evaluated… by… Yao et al. (2004). These pioneering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并且，他在该综述中也引用了代表性论文 1 的一幅原图“FIG. 32.... Adapted from 

Yao et al., 2004” 【Rev. Mod. Phys. 84, 1419 (2012)】。此外，在 PRB【PRB 74, 

195118 (2006)】中，他采用我们发展的自适应网格方法结合全新的 Wannier 插值

技术重复了我们的工作。“… following Yao et al.,17 we implement an adaptive mesh 

refinement scheme... The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 shape of the Fermi surface 

given here and in Fig. 3 of Ref. 17….” 

上述工作还被德国和美国两个实验室分别独立证实并在他们的摘要中直接

引用【见 PRB 72, 060412 (2005) 和 PRB 73, 224435 (2006)】“the Hall conductivity .. 

realized for Fe by calculations… Yao et al., PRL 92, 037204 (2004).”和“These data 

are consistent with recent theories ... Y. Yao et al. PRL 92, 037204 2004 ...”。著名物

理学家 N. Nagaosa 等人在其关于反常霍尔效应的 RMP 综述文章中给予了代表

性论文 1 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RMP 82, 1539 (2010)】，更是引用了该工作中的

两幅原图“FIG. 9.... From Yao et al., 2004. FIG. 10.... From Yao et al., 2004.” 

代表性论文 2 率先发展了计算自旋霍尔电导率的第一性原理方法，并首先计

算了金属材料的自旋霍尔电导率，发现钨和金有很大的自旋霍尔电导率，并且符

号相反。2012 年美国 Cornell 大学关于钨的自旋霍尔效应的测量证实了该理论计

算【APL 101, 122404 (2012)】。“By fitting these data... consistent with theoretical 

predictions.18,21”文献 21 即是代表性论文 2。 

关于发现点二的引用与评价 

发现点二包含的代表性论文 3 和 4 分别被 SCI 他引 944 次和 485 次，受到

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掀起了硅烯领域和二维材料拓扑物性研究的热潮。施引

文献包括 RMP、Science、Nature 子刊和 PRL 等期刊上的文章。此后，有很多理



论工作正是基于我们的工作和模型而开展新奇物理性质的研究。例如 2012 年日

本东京大学的 M. Ezawa 和 N. Nagaosa 教授做了较多硅烯的后续工作，并在这些

工作中实质性引用了我们在硅烯方面的工作，且给予高度肯定。比如在他们关于

silicene nanodisks【PRB 88, 115432 (2013)】的工作中强调“We study the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a honeycomb nanodisk based on the tight-binding model11”并引用了下

述模型 

 

 

 

 

 

                                       

他们研究所基于的 TB 模型【引文 11，即代表性论文 4】－方程(2.1)的格点模型

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 并给出了具体的参数。 

印度德里大学的 P. Goswami 教授在工作中研究了具有硅烯结构体系的

Casimir-Polder force 效应。他在该工作的摘要中就直接称我们的模型为 LYFE 

model Hamiltonian 。“ …the low-energy Liu-Yao-Feng-Ezawa (LYFE) model 

Hamiltonian involving the Dirac matrices in the chiral representation obeying the 

Clifford algebra.”。【Inter. Jour. of Mod. Phys. B 30, 1650087 (2016)】 

除理论方面的巨大影响外，代表性论文 3 和 4 随后也引起了实验上合成硅

烯、锗烯、锡烯的热潮, 相关实验工作引用了我们的工作。例如，目前硅烯领域

引用最高的 2012 年的实验文章【PRL 108, 155501 (2012)】就着重且大篇幅地提

及我们的工作。“… silicene… a spin-orbit coupling of 1.55 meV…is predicted to 

exhibit a quantum spin Hall effect… [25].”文献 25 即是我们的代表性论文 3。 

代表性论文 6 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至今已被 SCI 他引 462

次，引用的论文中包括 Science、RMP 和 PRL 等期刊上的文章。近年来诸多关

于石墨烯及拓扑绝缘体的综述文章，皆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引用该论文

中的能隙数据。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 A. K. Geim【RMP 81, 109 (2009)】和美国科

学院院士 C. L. Kane【RMP 82, 3045 (2010)】以及 A. H. Castro Neto【RMP 84, 1067 

(2012)】教授等分别在他们的 3 篇 Rev. Mod. Phys. 综述中引用该工作。 

关于发现点三的引用与评价 

我们在第一性原理框架中实现了拓扑不变量 Z2 的计算，该工作得到了著名

计算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Vanderbilt 教授评述和认可【PRB 83, 235401 

(2011)】。美国科学院院士张首晟教授在他的综述文章中重点引用了我们关于

half-Heusler 和 chalcopyrite 拓扑绝缘体理论预言的工作【Rep. Prog. Phys. 75, 

096501 (2012)】，部分所预言的拓扑材料已被美国马里兰大学【PRB 84, 220504 

(2011)】、波兰科学院【JPCC 119, 2770 (2015)】、中科院物理所【Phys. Stat. S. (b) 

252, 360 (2015)】和上海科技大学【Nat. Commun. 7, 12924 (2016)】的实验所证实。 



五、 论文专著目录 

序

号 

论文专著名称/

刊名/作者 

影 响

因子 

年 卷

页码 

发 表

时间 

通 讯 作

者 
第一作者 

国内 

作者 

SCI他

引 次

数 

他引

总次

数 

论文

署名

单位

是否

包含

国外

单位 

1 

 

First Principles 

Calculation of 

Anomalous Hall 

Conductivity in 

Ferromagnetic 

bcc Fe/ 

Phys. Rev. Lett. 

/Yugui Yao, 

Leonard 

Kleinman, A. H. 

MacDonald, 

Jairo Sinova, T. 

Jungwirth, 

Ding-sheng 

Wang, Enge 

Wang, and Qian 

Niu   

  

8.462 

2004(

92):03

7204 

2004

年 01

月 22

日 

姚裕贵 姚裕贵 

姚裕贵，

王鼎盛，

王恩哥 

261 261 是 

2 

 

Sign Changes of 

Intrinsic Spin 

Hall Effect in 

Semiconductors 

and Simple 

Metals: First-

Principles 

Calculations/ 

Phys. Rev. Lett. 

/Yugui Yao and 

Zhong Fang    

 

8.462 

2005(

95):15

6601 

2005

年 10

月 03

日 

姚裕贵 姚裕贵 
姚裕贵，

方忠 
61 61 否 

3 

 

Quantum Spin 

Hall Effect in 

Silicene and 

Two-

Dimensional 

Germanium/ 

Phys. Rev. Lett. 

/Cheng-Cheng 

Liu, Wanxiang 

Feng and Yugui 

Yao    

 

8.462 

2011(

107):0

76802 

2011

年 08

月 09

日 

姚裕贵 刘铖铖 

刘铖铖，

冯万祥，

姚裕贵 

944 944 否 

4 

 

Low-energy 

effective 

Hamiltonian 

involving spin-

orbit coupling in 

silicene and 

two-

dimensional 

germanium and 

3.836 

2011(

84):19

5430 

2011

年 11

月 07

日 

姚裕贵，

江华 
刘铖铖 

刘铖铖，

江华，姚

裕贵 

485 485 否 



tin/ Phys. Rev. B 

/ Cheng-Cheng 

Liu, Hua Jiang, 

and Yugui Yao 

    

5 

 

d+id' Chiral 

Superconductivi

ty in Bilayer 

Silicene/ Phys. 

Rev. Lett. /Feng 

Liu, Cheng-

Cheng Liu, 

Kehui Wu, Fan 

Yang and Yugui 

Yao    

 

8.462 

2013(

111):0

66804 

2013

年8月

06日 

姚裕贵，

杨帆 

刘峰，刘

铖铖 

刘峰，刘

铖铖，吴

克辉，杨

帆，姚裕

贵 

50 50 否 

6 

 

Spin-orbit gap 

of graphene: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Phys. Rev.B 

(Rapid Comm.) 

/Yugui Yao, Fei 

Ye, Xiao-Liang 

Qi, Shou-Cheng 

Zhang, and 

Zhong Fang   

  

5.1 

2007(

75):04

1401(

R) 

2007

年 01

月 02

日 

姚裕贵 姚裕贵 

姚裕贵，

叶飞，方

忠 

462 462 是 

7 

 

Half-Heusler 

topological 

insulators: A 

first-principles 

study with the 

Tran-Blaha 

modified Becke-

Johnson density 

functional/ 

Phys. Rev. B 

/Wanxiang 

Feng, Di Xiao, 

Ying Zhang, and 

Yugui Yao   

  

3.836 

2010(

82):23

5121 

2010

年 12

月 15

日 

姚裕贵 冯万祥 

冯万祥，

张英，姚

裕贵 

87 87 是 

8 

 

Three-

Dimensional 

Topological 

Insulators in I-

III-VI2 and II-

IV-V2 

Chalcopyrite 

Semiconductors

/ Phys. Rev. 

Lett. /WanXiang 

Feng, Di Xiao, 

Jun Ding, and 

Yugui Yao 

 

8.462 

2011(

106):0

16402 

2011

年 01

月 05

日 

姚裕贵，

肖笛 
冯万祥 

冯万祥，

丁俊，姚

裕贵 

148 148 是 

合计 2498 2498  

 

 



六、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姚裕贵 性别 男 排名 1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1年03月01日 出生地 江西省星子县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20104197103016815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03 年 10

月01日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毕业时间 
1999年08月01

日 
所学专业 

计算物理、

凝 聚 态 理

论 

电子邮箱 ygyao@bit.edu.cn 办公电话 010-68918672 移动电话 
132698188

16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081 

工作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 行政职务 

物 理 学 院

常 务 副 院

长 

二级单位 物理学院 党派 
无 党 派 人

士 

完成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1月01日 至 2013年8月6日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整体学术思想的提出者，对项目整体规划、总体技术路线把握做出了贡献。发展了计算反常

霍尔电导率的第一性原理方法，从而解决了领域内长期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实质性地推动了反

常霍尔效应研究的发展；国际上首次指出类石墨烯体系－‘硅烯’、‘锗烯’、‘锡烯’是二维拓扑绝缘

体，并提出了被相关文献称为 “LYFE模型” 的理论模型；并指出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在纯石墨烯

中不可能实现；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无空间反演体系 Z2 的第一性原理计算，并成功预测了一系列

拓扑材料。对所有科学发现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是全部8篇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2011 年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 2012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2012 年

被教育部授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4 年被科技部授予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016 年被

组织部授予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

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

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

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名 刘铖铖 性别 男 排名 2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03月01日 出生地 安徽蚌埠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40322198503014631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6 年 01

月31日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毕业时间 
2013年06月01

日 
所学专业 

计算物理、

凝 聚 态 理

论 

电子邮箱 ccliu@bit.edu.cn 办公电话 010-68912131 移动电话 
158108231

75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081 

工作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物理学院 党派 
中 国 共 产

党 

完成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9月01日 至 2013年8月6日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第一完成人姚裕贵曾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国际上首次指出类石墨

烯体系－‘硅烯’、‘锗烯’、‘锡烯’是二维拓扑绝缘体，并提出了被相关文献称为 “LYFE 

模型” 的理论模型。是代表性论文 3、4、5 的第一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

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

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

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名 冯万祥 性别 男 排名 3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3年08月01日 出生地 吉林延边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22426198308171119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2 年 03

月01日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毕业时间 
2012年06月01

日 
所学专业 

计算物理、

凝 聚 态 理

论 

电子邮箱 wxfeng@bit.edu.cn 办公电话 010-68918672 移动电话 
152101223

71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081 

工作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物理学院 党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 益 型 研

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9年09月01日 至 2012年07月01日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第一完成人姚裕贵曾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无空

间反演体系 Z2 的第一性原理计算，并成功预测了一系列拓扑材料。是代表性论文7、8的第一作

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

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

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

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七、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第一完成人姚裕贵是本项目的学术带头人，组织领导了研究团队，是所有 8 

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第二完成人刘铖铖、第三完成人冯万祥

为姚裕贵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本项目中三个完成人作为一个研究群体紧密合作，

顺利地完成了本项目的研究工作。 

该项目中, 姚裕贵和刘铖铖的合作时间为 2010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合著

了该项目的代表性论文 3、4、5；姚裕贵和冯万祥的合作时间为 2009 年 9 月至

2012 年 7 月，合著了该项目的代表性论文 7、8。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项

目排名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注 

1 共同研究 姚裕贵/1, 

刘铖铖/2 

2010-2013 硅烯拓扑

物性研究 

代表性论文 

3/4/5 

 

2 共同研究 姚裕贵/1, 

冯万祥/3 

2009-2012 拓扑材料

设计研究 

代表性论文 

7/8 

 

       

       

       

       

       

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特此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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