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NSRL）

综述及基本情况

设施概述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NSRL）是我国批准建设的第一个国家实验室，于 1984 年开

工建设，1991 年竣工。实验室建有的合肥同步辐射装置是目前我国唯一建在高校中的大

科学装置。

实验室经过二期工程改造（1998-2004 年），性能大幅度提升，拥有 14 条光束线站，

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平台，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及高新技术研发的基地。

NSRL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前沿基础科学研究，为国内各领域科学家提供长期、可靠、

稳定的技术支撑。21世纪科学技术进入了物质操控时代，为迎接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重

大挑战，NSRL 正进行新的升级改造（2010-2013 年），目标是将合肥光源建设成为国际

同类光源中最好水平的装置，成为合肥物质科学研究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我国重要

的交叉科学研究基地。

主要研究目标

NSRL 致力于提升机器性能，发展新的实验技术和方法，积极引进和培养国内外高水

平用户，围绕前沿科学领域和国家重大需求，为国内外众多学科领域提供独特的大型综

合交叉研究平台，重点发展新能源和环境、纳米科技、量子调控、生命科学等前沿学科

领域，同时围绕电子加速器前沿科学和用户需求，开展先进光源物理和关键技术研究。

在保证稳定运行、优质开放的基础上，NSRL 最终目标是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红

外-真空紫外-软 X射线波段的光源，成为国家综合研究基地（合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为用户提供世界先进的实验平台，推动我国同

步辐射应用研究取得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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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框图

重要成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谢毅教授研究组，与国家同步辐射实

验室韦世强教授研究组和吴自玉教授研究组密切合作，充分发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

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XAFS）谱学技术的优势，在研究低维纳米结构与形貌的调控过

程、深入理解无机半导体原子级厚二维结构实现显著增强的光电解水性能和热电性能等

科学前沿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系列工作发表于

Nature Communications(2012, 3, 1057)，J. Am. Chem. Soc.(2012, 134, 9410)，J. Am. Chem.

Soc.(2012, 134, 17997)， J. Am. Chem. Soc.(2012, 134, 20294) ， Angew. Chem. Int.

Ed.(2012,51, 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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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与成果

NSRL 瞄准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凝练科学目标和研究领域，联合高水平用户，在材

料、能源、环境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012 年共发表论文

227 篇，其中 SCI-1 区论文 23 篇。

 拓扑绝缘体表面态调控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组利用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实验站，研究了以 Bi2Te3为衬底的 Bi

双层系统。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实验以及能带计算表明，界面诱导的 Bi 双层中的狄拉克

态和 Bi2Te3 中的狄拉克态之间发生杂化，表现出与石墨烯类似的谱行为，而在以 Bi2Te3
为衬底的 Bi双层系统中，这种杂化没有发生。这两个体系中狄拉克点的行为截然不同，

这种差异可能来源于其中的多体相互作用。该研究成果率先在拓扑绝缘体中观察到狄拉

克锥附近的复杂多提相互作用，为拓扑表面态的调控提供了新的方法。[PNAS 110,2758

(2013)]

Bi/Bi2Te3的能带结构

 原子级厚二维晶体的合成、光电解水与热电性能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 NSRL 研究组利用 XAFS 实验站，在

原子级厚二维晶体的调控制备和构效关系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提出一种普适的层状杂化中间体辅助的方法，实现了无机类石墨烯干净和自支撑的

原子级厚度的非层状化合物单层结构的合成；利用 XAFS 证实了单层结构表面扭曲的存

在，并导致了光电解水性能的提高。[Nature Commun. 3, 1057 (2012)]

利用直接液相剥离的方法，获得了自支撑的 3原子层厚的 SnS2单层结构；利用 XAFS

证实了 SnS2单层结构表面扭曲的存在，并实现了高达 38.7%的光电转化效率。[Angew.

Chem. Int. Ed. 51, 8727 (2012), VIP 论文和内封面]

提出了一种由原子级厚度的二维晶体组成的复合物，实现了 Seebeck 系数、电导和

热导三个热电材料参数的去耦化同步优化，解决了通常热电 ZT 由于三参数高度关联而

难以提高的问题，为获得高 ZT 热电性能提出新的调控规律，完全优化热电材料的三个

参数。利用同步辐射 XAFS 方法解析出硒化铋二维晶体的精细结构，构建了 Bi2Se3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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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的结构模型并且利用第一性原理对其态密度进行了计算。该工作发表在 J. Am. Chem.

Soc., 134, 20294（2012），发表后即被国际权威评论期刊美国化学会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做了专题评述。

左：ZnSe二维原子晶体的工作发表在Nature Commun.上；右：SnS2二维原子晶体的工作被选作Angew.

Chem. Int. Ed.的内封面。

 贵金属纳米团簇结构和形貌调控研究

NSRL 研究人员发展并利用原位 XAFS/UV-Vis 联用技术，在贵金属纳米团簇的结构和

形貌调控研究中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

(1) 成功区分了不同形貌的铂纳米颗粒在化学液相合成过程中的初期成核动力学

过程，首次观察到通过改变还原剂的强弱可以操纵还原反应初期成核的路径，即形成线

性‘PtnClx’多聚体和形成球形零价‘Ptn’团簇，进而实现 Pt 纳米晶一维和零维形貌的

控制合成。该研究为材料生长路径的自主选择机制提供了实验验证。[(J. Am. Chem. Soc.

134, 9410 (2012))]

(2) 观察到利用溶剂交换反应能成功脱附由十三个金原子组成的纳米团簇表面覆

盖的硫醇分子，导致金团簇原子排列的对称性从二十面体到立方八面体的转变，团簇整

体的电子结构从类分子的半导体特性转变为金属性，从而使光学性质和电学性质发生突

变。[J. Am. Chem. Soc. 134, 17997 (2012)]

原位 XAFS/UV-Vis联合测量装置

 聚丙烯球晶生长前端预有序结构的原位显微红外研究

高分子晶体生长前端的分子图像一直扑朔迷离，为了解决高分子晶体生长前端是否

存在预有序这一科学难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物质课题组结合合肥光源常规显微红外



5

成像、同步辐射偏振显微红外成像以及光学显微镜，原位检测全同聚 1-丙烯晶体与熔体

的界面处的晶体生长过程。利用 X射线微焦点衍射技术确认了球晶的边界与光学显微镜

中的晶体边界一致。同时利用常规显微红外成像以及偏振纤维红外成像研究了晶体生长

前端的结构演变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在晶体生长前端有一个厚度为 30 微米的预有序层，

存在大量已经具有了部分分子内和分子间有序的有预序结构，这进一步说明在结晶过程

中分子链并非由无规状态直接参与晶体的形成。该研究成果对高分子结晶理论的完善具

有重要的意义。[Macromolecules 45, 8674 (2012)]

左：原位跟踪聚丙烯球晶生长前端；右：高分子生长前端模型图

 电场调控磁性研究

我室研究组与清华大学研究组合作发现了多铁性 CoFeB/(001)-PMN-PT(铁磁/铁电)

异质结的奇异非挥发性磁化强度-电场逥线，并利用高分辨同步辐射 X-ray 衍射倒空间

成像研究了该异质结的晶畴结构在原位电场下的结构演化，首次解释了该复相多铁性材

料中电场非挥发性地调控室温磁化强度的反常行为，对实现低功耗、可电写磁读的新型

存储器件有着重要意义。[Phys. Rev. Lett. 108, 137203 (2012)]

(a)-(d) PMN-PT (113)峰的倒易空间成像随着原位电场的变化关系。(e) 铁电极化 r1+/r1-、r2+/r2-、

r3+/r3-和 r4+/r4-以及(113)晶面示意图。(f) 109o铁电极化翻转以及对应的晶格畸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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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运行与改造

光源运行

2012 年 1-4 月，合肥光源运行 2286.22 小时，积分流强 276.66 安培小时，实现光

源改造前的最后一轮稳定运行。

2012 年合肥光源 1-4 月运行数据

项 目 时间（小时）

运行总机时 2286.22

调束注入机时 108.34

提供束流机时 2095.79

机器研究机时 103.33

用户实验机时 1992.46

故障检修机时 42.42

常规维护机时 39.67

积分流强 276.66 安培·小时

开放共享

2012 年 1-4 月，有 33所高校﹑15 个科研院所和 1个企业单位，共计 287 人次在我

实验室完成课题 166 项，用光机时达 16847.16 小时。

2012 年合肥光源 1-4 月开放数据

项 目 时间（小时）

实验束线数 11

实验站（终端数） 12

用户单位数 49

用户计划实验课题数 34

用户完成实验课题数 166

用户实验参加人数 287

用户课题主要来自材料、化学和物理领域，约占总课题数的 80%以上，其余来自能

源、生命、环境、核能等其它领域。

国内用户课题中，来自 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或重点项目，国家十一五

科技支撑项目，军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等国家重要项目，占总数约 20%；50%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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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等国家及院部级基础研究类项目。这些课

题围绕国家重要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前沿，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类的研究工作。少量用

户课题来自地方、企业课题，占总数 5%左右，服务于地方和企业的科技需求。

合肥光源重大升级改造项目进展

2012 年 5 月 1 日，合肥光源按计划停机，比计划提前 17 天完成设备拆迁工程。主

体设备的离线加工和调试基本完成，开始安装前的准备工作。储存环、注入器和光束线

站的安装流程与工艺基本确定；光束线站离线加工、调试工作完成，基本达到储存环大

厅安装的要求；储存环隧道棚屋建设、注入口改造、储存环大厅及中控室等周边附属用

房的装修工程按期完成。注入器分总体由于部分进口设备的加工进度滞后造成总体安装

比计划推迟，争取在后期抓紧时间，尽可能减少总体 CPM 计划的影响。总体来说，项目

总体情况进展良好。

科技队伍与人才培养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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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125 29 25 66 55 58 35 25 260 18 1

实验室围绕实验室的科研发展布局和需求，积极引进高端人才，着力打造高水平的

国际化创新人才队伍，培育若干重点领域创新团队，以应对未来科学发展的重大挑战。

充分发挥现有“杰青”和“百人”等高端人才的力量，积极联系和引进优秀人才，凝聚

队伍，牵头形成创新团队，带动实验室整体队伍的建设水平。建立聘期制科研人员引进

和管理制度，成立一支高水平的流动科研人员队伍，成为实验室研究力量的有益补充。

2012 年，实验室引进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1名，特聘研究员 1名，特聘副研究员 9名，

博士后进站 7人（目前在站博士后 16人）。

合作与交流

2012 年，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积极邀请国外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来我室开展合作交

流，与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的相关高校或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逐步提高

NSRL 的国际影响力。12月，实验室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签署了“CERN 强子对撞

机系统和合肥光源双方准直测量合作研究协议”，标志着双方关于准直测量工作的合作

研究正式开展，将在该领域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

2012 年度实验室获批国家外国专家局、中国科学院 6个境外专家来访项目。其中，

来自德国的应用化学专家、国际燃烧学会主席、德国科学院院士、德国科学与人文委员

会委员凯瑟琳娜∙科瑟-赫英郝斯教授被邀请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外国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受

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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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外国知名专家请进工作的同时，实验室鼓励研究人员积极走出去，拓展眼界、

提高知名度，多人次受邀在国际大会上做邀请报告，如齐飞教授受邀在第 34届国际燃

烧会议（波兰华沙）做大会特邀报告，受到国际燃烧学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关注，这是

自 1928 年第一届国际燃烧会议举办以来我国学者首次获邀做大会特邀报告。

2011 年 7 月 22 日至 28 日，在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单位的大力

支持和资助下，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联合主办第 15届 X射线吸收精细

结构谱学国际会议（XAFS15）。该会议是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同步辐射盛会之一，也

是第一个在中国召开的同步辐射国际大会。

大事记

4月 16 日，中科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HLS 直线加速器脉冲功率源系

统改造”项目通过验收；

5月 1 日，合肥光源停机，进行重大维修改造；

7月 7 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纳米分辨完整细胞三维成像的新

理论和新方法"项目正式启动；

7月 15 日-19 日，2012 年度运行会议在山东日照召开；

7月 22 日-28 日，第 15届 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学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

8月 11 日-15 日，2012 年度用户会议在厦门召开；

9月 10 日，中科院詹文龙副院长一行莅临指导；

11 月 9 日，合肥光源重大维修改造项目磁场测量系统通过专家测试；

12 月 5 日，实验室邀请的德国专家凯瑟琳娜∙科瑟-赫英郝斯教授受到了习近平总书

记接见；

12 月 12 日，中科院詹文龙副院长一行莅临指导。

单位通讯录

地址：合肥市合作化南路 42号

邮编：230029

网址：http://www.nsrl.ustc.edu.cn

电话：0551-63602034，0551-65132231

联系人：xiayi@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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