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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撲材料新世界
文 ／ 李偉立

　　█前言

　　「拓撲材料」(topological material) 是一個新的專有名詞，泛指電子結
構具備特殊拓撲特性的物質，為最近幾年凝聚態物理領域中極為重要且熱
門的研究課題之一。它的近期發展從 2005 年首次提出的二維度量子自旋
霍爾效應體系 (Quantum Spin Hall Effect)[1] 推展至三維度的拓撲絕緣體系 
(Topological insulator)[2]，一直到最近被廣泛探討的拓撲狄拉克半金屬及拓撲
Weyl 半金屬 (topological Dirac/Weyl semimetal) 體系 [3,4]，這些系統都有一個
共通點，就是具有極為特殊的表 ( 介 ) 面電子能態。二維度量子自旋霍爾效
應體系具有一維度的電子傳輸邊緣通道，不同自旋方向的電子在此通道中沿
相反方向傳導。三維度的拓撲絕緣體系則具有高傳導性的表面狄拉克費米子
電子能態，這與本體的絕緣性形成極大的對比。而拓撲狄拉克半金屬及拓撲
Weyl 半金屬體系由於本體電子結構包含狄拉克節點或 Weyl 節點，因而形成
連結節點的費米弧形表面電子能態。這些特殊表面電子能態的存在已陸續獲
得實驗上證實 [2,5,6,7]，擴展了我們對於材料物質物理特性的理解。此外，

拓撲材料的特殊表面電子能態研究也已延伸到其它重要的領域，例如自旋電
子學 [8] 及量子計算 [9] 等等。拓撲材料開創了一個嶄新的研究方向，吸引許
多不同領域研究能量投入，來發掘令人振奮的新物理現象，並且找尋實質應
用的可能性。

　　█狄拉克物理的展現

　　每當舞台上魔術師表演精彩的繩結魔術，神奇地將繩子瞬間打結與解
開，總是令人嘖嘖稱奇。這類魔術多半巧妙運用了數學拓撲的基本原理。現
在凝聚態物理學家也能夠施展同樣的戲法在材料物質上，讓它的電子結構
出現節點。其中自旋軌道耦合 (spin-orbit coupling)、電子能帶的反轉 (band 
inversion) 及晶格對稱性 (lattice symmetry) 為是否形成節點的幾個重要關鍵因
素。如圖一所示，在拓撲絕緣體中，由於部分的本體價帶與傳導帶反轉，加

上自旋軌道耦合效應，形成一個窄能隙的絕緣體，且本體能帶類似於握柄數
g = 1 的甜甜圈拓撲。反觀一般絕緣體本體能帶則類似於握柄數 g = 0 的球形
拓撲。數學上，兩個不同拓撲 ( 握柄數 ) 的物體無法經由簡單形變來相互轉
換，這也說明了拓樸絕緣體本體能帶拓撲的穩定性，不會因為微擾效應而轉
變。然而表面區域由於對稱性與本體不同，造成價帶與傳導帶的交錯而在表
面的能態上形成節點，其中鉍化合物如硒化鉍 (Bi2Se3)、碲化鉍 (Bi2Te3) 為代
表性的物質。另外，拓撲狄拉克半金屬的形成主要為部分本體價帶與傳導帶
反轉而交錯產生節點於三維度的本體能帶之中，而鉍化鈉 (Na3Bi) 及砷化鎘 
(Cd3As2) 為代表性的物質。由於自旋軌道耦合原子序越高的元素中越重要，

因此拓撲材料多含高原子序的元素，以提供足夠的自旋軌道耦合來達成電子
能帶反轉的必要條件。相較之下，單原子層石墨烯 (graphene) 的二維度狄拉
克節點源自其蜂窩狀的晶格結構，而非仰賴自旋軌道耦合與能帶的反轉。

　　在節點附近作低能量展開，電子波函數可由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式來描
述 [10]。其能量與動量關係 (dispersion relation) 可進一步

推算為 ，υF ≈ 106  m/sec 為費米速度。能量與動量所展現特殊
的線性關係稱為狄拉克錐形能態 (Dirac cone)，因此狄拉克節點附近的電子
呈現有效質量 (effective mass) 為零及極高傳輸速度的相對論粒子 (relativistic 
particle) 特性，因而具備有相似於光子的螺旋性 (chirality)、獨特的 ( 類 ) 自旋
與動量相互箝制 ((pseudo)spin-momentum lock) 及背向散射抑制 (backscattering 
suppressed) 等現象。在拓撲絕緣體中，狄拉克錐形能態存在於表面，

本徵函數為電子的自旋量 (spinor)，因而狄拉克節點受到時間反演對稱 
(time reversal symmetry) 的保護而不致因微擾效應而消失。反觀拓撲狄

圖一：拓撲絕緣體、絕緣體及拓撲狄拉克半金屬的電子能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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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半金屬，狄拉克錐形能態存在於三維度的本體能帶中，本徵函數為電
子的類自旋量 (pseudospin state)，而其狄拉克節點的保護則須仰賴某種晶格
的對稱性。這些表面與三維度的狄拉克錐形能態均已獲得角分辨光電子能
譜 (ARPES) 實驗的證實 [2,11]，而相關的傳輸實驗亦顯示極高的電子遷移率 
(mobility) 與傳輸速度。

　　█拓撲 We y l 半金屬的特殊費米弧形表面能態
　　假設體系的時間反演對稱或空間反向對稱 (inversion symmetry) 遭受破
壞，如圖二所示，拓撲狄拉克半金屬中本體的狄拉克錐形能態將劈裂為兩個
螺旋性分別為 +1 與 -1 的 Weyl 節點，這類體系稱為拓撲 Weyl 半金屬。經由
能帶理論計算的預測，由最早的銥氧化物 [12] 到最近的砷化鉭 (TaAs)、磷
化鉭 (TaP) 等物質體系皆具備拓撲 Weyl 半金屬的特性 [13]。由於三維度的
Weyl 節點附近的能量可表示為 ，因

此一般的微擾項  僅造成節點在動量空間的偏移而不會被破壞消失，

這特性與狄拉克節點必須藉由某種晶格對稱性的保護迥異。此外，Weyl 節
點的 +1 ( 或 -1) 螺旋性促使電子感受到額外的規範場 (gauge field) 而造成額
外的 +π ( 或 -π) 角度 Berry 相位差，因此 Weyl 節點的作用有如動量空間的
磁性單極子 (magnetic monopole)，並且會以螺旋性 +1 與 -1 成對的形態出現
以確保螺旋性的總和為零。另外根據能帶理論計算顯示，拓撲 Weyl 半金屬
表面能態呈現獨特的費米弧，如圖二所示，費米弧的兩個端點分別為螺旋性 
+1 與 -1 的 Weyl 節點，這些表面能態的特徵已在 2015 年獲得實驗上的證實
[14,15,16]

圖二：拓撲狄拉克半金屬與拓撲 Weyl 半金屬的差異。

　　█螺旋異常性衍生之新奇物理特性

　　如圖三所示，在平衡狀態下費米面（μ）上螺旋性 + 1 與 – 1 的 Weyl 費

米子數目相同。然而當外加電場（ ）時，由於費米面的偏移（

），造成 Weyl 費米子螺旋性總和不守恆，此現象稱為螺旋異常性 (chiral 
anomaly) [17]。若考慮單一對的 Weyl 節點體系，Weyl 費米子數量 (N) 守恆公

式可表示為：  [18]。當外加磁場 ( ) 平行於電場 
(  ) 時，額外的電荷或粒子消長機率項  將會有最大的貢獻，進
而增強體系的導電性。因此在拓撲 Weyl 半金屬中，如圖三所示，可預期當
磁場平行於外加電流方向時，會有顯著的負磁阻 (negative magnetoresistance) 
現象。最近的電子傳輸實驗數據顯示 [19]，藉由高磁場破壞時間反演對稱，

鉍化鈉可從原本的拓撲狄拉克半金屬轉變為拓撲 Weyl 半金屬。實驗量測到

的負磁阻現象則發生於外加磁場 ( ) 平行於電場 ( ) 的條件下，與本體晶
格方向無關聯。這些結果為拓撲 Weyl 半金屬中的螺旋異常性提出有力的證
據。

　　█結語

　　回顧拓撲材料過去十年的研究發展，令人驚豔。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拓撲
材料體系並非全新的未知物質，例如拓撲絕緣體硒化鉍與碲化鉍是熟知的熱
電材料，而砷化鎘早在 1960 年代就有研究指出為具備極高電子遷移率的半
導體並且有能帶的反轉現象。然而它們的拓撲性質、特殊表面能態與狄拉克
節點物理，一直到最近才慢慢被發掘與理解。而這些拓撲相關的特徵，也讓
拓撲材料成為展現新奇物理現象的絕佳平台，例如鐵磁性拓撲絕緣體中的

圖三：拓撲 Weyl 半金屬中的螺旋異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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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異常霍爾效應 (quantum anomalous Hall effect) [20,21] 及拓撲超導體中的
Majorana 束縛態 [22] 等等。此外，相同的拓撲概念也可以延伸至其他的粒子
系統如光子 [23] 與聲子 [24]，大幅擴展我們對物質之光、電與熱物理特性的
認知及其未來的可能應用。展望未來，找尋更多新穎的拓撲材料體系、如何
更有效的實驗鑑定物質之拓撲特性並且尋求實質的可能應用皆為極具挑戰的
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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