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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由第十一届中国物理学会凝聚态理论与统计物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和兰州大学磁学与磁性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共同承办的“第十七届全国凝聚态理论

与统计物理学术会议”定于 2012 年 7 月 23－26 日在兰州大学盘旋路校区举行。会议以大会邀

请报告、分会邀请报告、一般分会口头报告和张贴报告等形式，全面地交流我国在凝聚态理

论与统计物理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会议由 10 个 Sessions 组成，包括 6 个大会邀请报告，33

个分会邀请报告，66 个口头报告和 46 个墙报，注册代表 350 余人左右。此外，本届会议非常

荣幸地为龚昌德先生的八十寿辰和从教六十周年召开一个庆祝活动。龚先生为我国凝聚态理

论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桃李满天下！祝龚先生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一. 第十一届中国物理学会凝聚态理论与统计物理专业委员会 

顾  问：甘子钊、苏肇冰、于渌、欧阳钟灿、陈难先、顾秉林、朱邦芬、雷啸霖、陈式刚、 

夏建白、陶瑞宝、王鼎盛、龚昌德、王恩哥、邢定钰 

主  任：邢定钰 

副主任：资剑、方忠 

秘书长：段文晖 

委  员：马中水、段文晖、方忠、陈晓松、常凯、林海青、卢仲毅、李新奇、资剑、马红孺、 

陈鸿、邢定钰、吴明卫、曾雉、陈启谨、姚凯伦、刘正猷、李志兵、邓文基、周焕强、 

罗洪刚、段文山、岳瑞宏、张胜利、宋智、解士杰、郑以松、徐东生、沈顺清、刘仁保 

二. 会议征文范围 

1. 强关联电子体系 

2. 低维系统、表面与界面和有机聚合物物理 

3. 介观和受限小量子体系物理 

4. 材料结构与物性的理论与计算 

5. 材料的磁学、电学、光学性质与输运理论 

6. 准晶、非晶态、液态与软物质物理 

7. 相变与临界现象,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及相关物理理论问题 

8. 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学、非线性动力学系统 

9. 理论生物物理、经济物理学及复杂性系统 

10. 凝聚态理论和统计物理学中其它理论问题和发展 

三．会议筹备组 

筹 备 组: 薛德胜(主席)、罗洪刚、安钧鸿、贾成龙、黄亮 
秘    书: 苏振博、付玉军、关剑月 
联系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邮编 730000） 
电子邮件: phys@lzu.edu.cn 
会议网页: http://cmts.lzu.edu.c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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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届凝聚态理论与统计物理学术会议”日程 

2012 年 7 月 22 日，星期天(全天报到, 地点: 东方大酒店一楼大厅) 

Session-1: 201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日程 8:00-12:00) 
 兰州大学飞云楼报告厅 报告厅 2 报告厅 3 
08:15 – 09:15 开幕式 

主席:  薛德胜 教授(会议组委会主席) 
1. 介绍会议筹备情况并致欢迎辞 
2. 兰州大学校领导讲话 
3. 邢定钰 院士(凝聚态理论与统计物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讲话 

  

09:15 – 10:00 大会邀请报告 (45 分钟)  
主席:  邢定钰 院士(南京大学) 

  

S1-1 报告人:  薛其坤 院士(清华大学)  
题目:非常规高温超导非常规在什么地方？ 

10:00 – 10:30 合影, 休息 
10:30 – 12:00 大会邀请报告 (45 分钟) 

主席:  王鼎盛 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S1-2 报告人:  郑伟谋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题目:非线性动力学“看图识字”：实用符号动力学 
S1-3 报告人:  杜江峰 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题目:Observing Quantum Oscillation of Ground State in Single 
Molecular Magnet 

12:00 – 14:00 午餐（各自住宿酒店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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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2: 201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日程 14:00 - 16:00) 
(分会邀请报告 30 分钟, 口头报告 20 分钟, 地点: 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 

 报告厅 1(主题: 强关联系统) 报告厅 2(主题: 材料计算) 报告厅 3(主题: 理论生物物理) 
14:00 – 16:00 分会报告(S2-1~S2-5) 

主席:  沈顺清 教授(香港大学) 
分会报告(S2-6~S2-10) 
主席:  姚凯伦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分会报告(S2-11~S2-15) 
主席:  郑伟谋 研究员(中科院理论物理所) 

S2-1 (邀请报告) 姚道新(中山大学) 
题目:铁基超导体的自旋、电荷和轨道序 

S2-6 (邀请报告) 柯三黄(同济大学) 

题目:Efficient all-electron GW methods 

implemented in molecular orbital space 

S2-11 (邀请报告) 刘志荣(北京大学) 
题目:天然无序蛋白质在分子结合过程中的

动力学优势 

S2-2 (邀请报告) 汪忠(清华大学) 
题目:Simplified topological invariants for 
interacting topological insulators 

S2-7 (邀请报告) 徐丽梅(北京大学) 
题目:How does the hydrophobic/hydrophilic 
surface affect the phase behavior of water 

S2-12 (邀请报告) 喻进(北京计算科学研究

中心)  
题目:Fluctuating biomolecules under 
tension: modeling and computation inspired 
by single molecule experiments  

S2-3 卢仲毅(中国人民大学) 
题目:Cluster dynamical mean field theory of 
quantum phases on a honeycomb lattice 

S2-8 李新征(北京大学) 
题目:材料性质的全量子模拟方法及应用 

S2-13 郭爱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题目:DNA 的自旋输运性质 

S2-4 邹良剑(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题目:Spontaneous Fermi-surface deformation 
in the three-band Hubbard model：A 
variational Monte Carlo study 

S2-9 王昭(西安交通大学) 
题目:模拟纳米级能量转换与运输的多尺度

数值方法 

S2-14 李文飞(南京大学) 
题目:蛋白质分子体系多尺度理论模拟 

S2-5 郭怀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题目:Topological phase in a one-dimensional 
interacting fermion system 

S2-10 赵宇军(华南理工大学) 
题目: Transition metal and strain effects on 
Mg-H system for hydrogen 

S2-15 孙久勋(电子科技大学) 
题目:Improvement of unified mobility model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for organic diodes 
under dc and ac conditions 

16:00 – 16:3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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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3: 201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日程 16:30-18:00) 
(分会邀请报告 30 分钟, 口头报告 20 分钟, 地点: 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 

 报告厅 1(主题: 强关联系统) 报告厅 2(主题: 材料计算,输运) 报告厅 3(主题: 介观,受限小体系) 
16:30 – 18:00 分会报告(S3-1~S3-4) 

主席:  周焕强 教授 (重庆大学) 
分会报告(S3-5~S3-8) 
主席:  方忠 研究员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分会报告(S3-9~S3-12) 
主席:  马红孺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S3-1 (邀请报告) 张宇钟(同济大学) 
 
题目:铁基超导体的第一性原理及模型研究 

S3-5 (邀请报告) 孟胜(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 
题目:Energy Conversion At Nanoscale 

S3-9 (邀请报告) 张伟(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  
题目:Optical properties of Hybrid nano- 
structures: Hybrid exciton, nonlinear Fano 
effect, and size-dependent circular dichroism 
absorption 

S3-2 黄怀湘(上海大学) 
题目: 铁基超导准粒子相干的研究 

S3-6 江华(北京大学) 
题目: Stabilizing topological phases in 
graphene via random adsorption 

S3-10 高琨(山东大学) 
题目: 聚合物中的受激吸收和辐射动力学

研究 
S3-3 刘承师(燕山大学) 
题目: Mid-gap surface bound states as 
signatures of possible s±

S3-7 杨宇(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wave pairing 
in Fe-pnictide superconductors 

题目: 金属铍和铅表面氧化机制的理论研究 
S3-11 罗孟波(浙江大学) 
题目: 模拟研究温度对高分子小孔移位的

影响 

S3-4 陆汉涛(京都大学汤川研究所) 
题目: Photoinduced charge order 
enhancement in one-dimensional extended 
Hubbard model 

S3-8 许富明(香港大学物理系) 
题目: Electronic transport through 
nanostructures based on orbital-free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and NEGF 

S3-12 洪柳(清华大学) 
题目: Moment Closure for Self-Assembling 
Models of Breakable Amyloid Filaments 

18:00 – 20:30 接待晚宴(主席: 薛德胜 教授, 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院长, 磁学与磁性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地点：全顺楼酒店 

21:00 – 21:45 中国物理学会凝聚态理论与统计物理专业委员会会议 
地点:物理楼三楼会议室 

(主席: 邢定钰 院士, 凝聚态理论与统计物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 

沙龙: 多尺度材料模拟平台与应用 
地点: 报告厅 1 

(董栋博士 北京宏剑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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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4: 2012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日程 8:00 - 10:00) 
(分会邀请报告 30 分钟, 口头报告 20 分钟, 地点: 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 

 报告厅 1(主题: 强关联系统) 报告厅 2(主题: 材料计算) 报告厅 3（主题: 冷原子物理) 
8:00 – 10:00 分会报告(S4-1~S4-5) 

主席:  姚道新 教授(中山大学)  
分会报告(S4-6~S4-10) 
主席:  邓文基 教授(华南理工大学) 

分会报告(S4-11~S4-15) 
主席:  成泽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S4-1 (邀请报告) 周毅(浙江大学) 
题目:Gutzwiller wave function study on spin-1 
antiferromagnets 

S4-6 (邀请报告) 张平(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  
题目:高能量密度条件下材料特性的大规模

数值模拟研究 

S4-11 (邀请报告) 周琦(香港中文大学) 
题目:自旋轨道耦合下波色凝聚体的命运 

S4-2 (邀请报告) 陈伟强(南方科技大学)  
题目: Interlayer coupling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antiferromagnetic and d-wave pairing order 
in multilayer cuprates 

S4-7 (邀请报告) 李京波(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研究所) 
题目:太阳能转换材料及新型纳米材料的研

究 

S4-12 (邀请报告) 张芃(中国人民大学) 
题目:包含自旋-轨道耦合的超冷原子体系

的散射问题 

S4-3 宋筠(北京师范大学) 
题目: Kernel Polynomial Method for 
Inhomogeneous d- and s-wave superconductors 

S4-8 汤沛哲(清华大学)  
题目: Electronic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boron 

nitride nanoribbons with topological line defects 

S4-13 施郁(复旦大学) 
题目: 纠缠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S4-4 王万胜(南京大学) 
题目: Superconductivity in doped topological 
insulators / non-topological insulators 

S4-9 吴骅(复旦大学) 
题目: Spin state in cobalt oxides 

S4-14 薛具奎(西北师范大学) 
题目: Dipolar induced interplay among inter- 
level coupling, macroscopic phase transitions 
and coherence in triple-well potentials 

S4-5 向圆圆(南京大学)  
题目: Functional renormalization group study 
of the electronic instabilities in graphene near 
1/4 doping 

S4-10 关丽(河北大学)  
题目: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two nonstoichiometric SrTiO3 
phases 

S4-15 姜颖(上海大学) 
题目: 三角光晶格超冷玻色系统中的量子

相变 

10:00 – 10:3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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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5: 2012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日程 10:30 - 12:20) 
(分会邀请报告 30 分钟, 口头报告 20 分钟, 地点: 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 

 报告厅 1(主题: 强关联系统) 报告厅 2(主题: 计算物理) 报告厅 3(主题：统计物理） 
10:30 –12: 20 分会报告(S5-1~S5-5) 

主席:  施均仁 教授(北京大学) 
分会报告(S5-6~S5-10) 
主席:  金国钧 教授(南京大学) 

分会报告(S5-11~S5-15) 
主席:  段文山 教授(西北师范大学) 

S5-1 (邀请报告) 杨义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 
题目:重费米子物理中的演生现象 

S5-6 (邀请报告) 张立新(南开大学) 
题目:寻找能替换 Pt 的催化材料 

S5-11 (邀请报告) 邓友金(中国科技大学) 
题目:Antiferromagnet on the Union-Jack 
lattice 

S5-2 董兵(上海交通大学) 
题目: Kondo 量子点中电子隧穿计数统计性

质：玻色场涨落效应 

S5-7 吴超(西安交通大学) 
题目: The influence of local arrangements of 
oxygen adatoms on the energetics of O2 
dissociation over Pt(111) 

S5-12 何平(北京大学) 
题目: 自引力体系统计力学的新进展 

S5-3 薛海斌(太原理工大学) 
题目: Tunable super-Poissonian noise and 
negative differential conductance in two 
coherent strongly coupled quantum dots 

S5-8 赵明文(山东大学) 
题目: 新型碳材料结构设计和性能调控的理

论模型 

S5-13 王建辉(南昌大学) 
题目: 微观热机有限时间性能的理论分析 

S5-4 成泽(华中科技大学) 
题目: Condensation state of ultra-cold Bose 
atomic gases with pure gradient interactions 
with negative coefficient 

S5-9 陈鹏程(清华大学) 
题目:Controlled hydrogenation of carbon 
nanotubes: a promising route for narrow 
graphene nanoribbons 

S5-14 周运清（浙江大学） 
题目:Energy Tansport in Protomer of 
Light-harvesting Complexes II 

S5-5 张万舟（太原理工大学） 
题目: Ground state phase-diagram of 
Bose-Hubbard model with atom-pair tunneling 
on triangular lattice 

S5-10 董栋(北京宏剑公司) 
题目:第一原理计算材料的缺陷和掺杂特性 

S5-15 吕铭方(英国物理学会北京代表处) 
题目: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Publishing 
at IOP 

12:20 – 14:00 午餐（各自住宿酒店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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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6: 2012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日程 14:00 - 16:00) 
(分会邀请报告 30 分钟, 口头报告 20 分钟, 地点: 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 

 报告厅 1（主题：强关联系统，输运） 报告厅 2（主题：材料计算及物性） 报告厅 3（主题：软物质物理） 
14:00 – 16:00 分会报告(S6-1~S6-5) 

主席:  卢仲毅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分会报告(S6-6~S6-10) 
主席:  孙庆丰 研究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分会报告(S6-11~S6-15) 
主席:  张胜利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S6-1 (邀请报告) 王雪峰(苏州大学) 
题目:拓扑绝缘体Bi2Se3

S6-6 (邀请报告) 冯济(北京大学) 
中自旋量子霍尔态的

稳固性 
题目:Valley-selective circular dichroism 

S6-11 (邀请报告) 钱铁铮(香港科技大学) 
题目:Modeling and simulation for contact 
line motion at solid surfaces 

S6-2 (邀请报告) 胡自翔(重庆大学) 
题目:Universality of Edge Physics in the 
Fractional Quantum Hall Regime: Contrasting 
Graphene with Gallium Arsenide 

S6-7 (邀请报告) 姚望(香港大学) 
题目:Valley and spin coupled physics in 
monolayers of MoS2 and other group VI 
dichalcogenides 

S6-12 (邀请报告) 谭志杰(武汉大学) 
题目:RNA-离子相互作用：紧束缚离子理论 

S6-3 金国钧(南京大学) 
题目:量子微结构中的 Josephson 效应 

S6-8 曹海霞(苏州大学) 
题目 :Electronic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oxygen-deficient 3EuTiO δ− : GGA+U study 

S6-13 苗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题目:高分子统计物理中一些常用的理论方

法 

S6-4 刘伟哲(中国科技大学) 
题目:Electron-electron interactions in the 
transport of topological insulators and bilayer 
graphenes 

S6-9 鲁文建(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题目:1T-TaS2 中电荷密度波与超导电性的关

联性研究 

S6-14 任俊峰(山东师范大学) 
题目:有机器件自旋极化放大效应研究 

S6-5 徐中辉(同济大学) 
题目:基于非均匀量子线的自旋极化电流方

向开关 

S6-10 姚海波(吉林大学) 
题目:具有线缺陷的碳纳米管的谷过滤特性 

S6-15 吴宁杰(南京师范大学) 
题目: Propagation of Waves in Excitable 
Media under Feedback Control 

16:00 – 16:1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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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7: 2012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日程 16:00 - 18:30) 
(墙报及龚昌德先生八十寿辰和从教六十周年庆祝活动, 地点: 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 

16:10-18:30 墙报浏览,讨论 
 S7-1. 郑宝兵(兰州大学): Tunable Andreev 

reflection in Two-quantum-dot Y-junction in 
Kondo regime 
 

S7-2. 李林(兰州大学): Compensation effect 
in carbon nanotube quantum dots coupled to 
polarized electrodes in the presence of 
spin-orbit coupling 
 

S7-3. 李林(兰州大学): Kondo effect of an 
adatom on graphene and its scanning 
tunneling 
 

S7-4. 钟寅（兰州大学）：Orthogonal states of 
matter in correlated electron systems 
 
S7-5. 沈洁(苏州大学): Antiferromagnetism 
in 4d transition metal oxide SrTcO
 

3 

S7-6. 崔英敏(华北电力大学): 二维柱状低

温/高温复合超导体热稳定性的数值计算 

 

 

S7-17. 王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ole spin 
relaxation in p-type (111) GaAs quantum wells  
 

S7-18. 刘哲（中国科技大学）：Energy spectra 
of three electrons in Si/SiGe single and 
vertically coupled double quantum dots 
 

S7-19. 张青天(中国科技大学)：Spin 
transport in graphene spin-orbit barrier 
structure 
 
S7-20. 沈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Landau- 
Lifshitz-Gilbert equation and hole spin 
relaxation in ferromagnetic semiconductors 
 

S7-21. 周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Optical 
response of graphene under intense terahertz 
fields 
 
S7-22. 孙 伯 业 (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Dynamics of photoexcited carriers in 
graphene 
 

S7-32. 徐玉庆(山东大学): Electrostatic 
Current Switching Behavior in a Molecular 
Device Based on DWCNT  
 

S7-33. 邵定夫(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

所): First-principles predictions of layered 
antiperovskite superconductors A2CNi4

 

 (A= 
Al, Ga, Sn, and Y) 

S7-34. 陆爱江(东华大学): 硅纳米线中单

空位缺陷对掺杂能级的影响 
 
S7-35. 张美光（宝鸡文理学院）：

Pressure-induced phase transi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olybdenum 
diboride: First principles calculations 
 
S7-36. 林诗源(华南理工大学): 

Theoretical study of I2-II-IV-VI4 and 
I-III-IV2-V4 

 

Quaternary Compounds for 
Photovoltaic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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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7. 刘哲(吉林大学): 石墨炔的紧束缚模

型 

 

S7-8. 姜立伟 (吉林大学): Dirac方程能描

述有线缺陷石墨烯的电子态吗？ 

 

S7-9. 于国栋(吉林大学): 石墨炔条带的自

旋极化 

S7-10. 袁晓娟（山东大学）：Effects of intra- 
and inter-chain disorder on polaron transport 
in semiconducting polymers 
 

S7-11. 李海宏（济宁大学）：Injection and 

transport of oppositely charged carriers in a 

metal/polymer/metal structure 

 

S7-12. 李晓雪(山东大学):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f organic magnetoresistance 
based on hyperfine interaction 
 

S7-13. 解海卿(山西大学): Tunneling 
anisotropic magnetoresistance in 
single-molecule magnet junctions 
 

 

S7-23. 张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Spin 
relaxation in graphene with random Rashba 
field: Comparison of D'yakonov-Perel'and 
Elliot-Yafet-like mechanisms 
 

S7-24. 张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lectron 
spin diffusion and transport in graphene 
 

S7-25. 许镭(北京大学): 具有交换耦合作

用的系统中自旋转矩的微磁学模拟 

 

S7-26. 杜增义（内蒙古大学）：Dynamics of 
spin dependent transport through ZnMnSe 
based diluted magnetic semiconductor 
heterostructures 
 
S7-27. 张广平(山东师范大学): Theoretical 
studies on protonation-induced inversion of 
the rectifying direction in dipyrimidinyl- 
diphenyl diblock molecular junctions 
 

S7-28. 唐翰昭(河北师范大学): Transport 
properties in multi-terminal regular polygonal 
quantum ring with Rashba spin-orbit coupling 
 
S7-29. 黄华卿(清华大学): Tuning thermal 
conductance continuously over wide ranges by 

S7-37. 路宏多(华南理工大学):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n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hydrogenated Silicon nanocrystals 
 

S7-38. 黄欣(东南大学): 应力影响下

YTiO3

 

电子结构与磁性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S7-39. 樊帅伟(三峡大学): First principles 
study the ferromagnetic properties and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boron doped ZnSe 
 

S7-40. 钟克菊(华南理工大学): 含时

Delta势的量子泵浦研究 

 

S7-41. 崔丽娟(华南理工大学): 多铁中的

量子泵浦 

 

S7-42. 徐岩(山东科技大学): 双模玻色-

爱因斯坦凝聚的纠缠量子相变 

 
S7-43. 肖柳青(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复杂

网络的信用危机传染的级联行为 

 

S7-44. 许胜军(武汉大学): 声学不对称透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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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14. 冀国敏(山东大学)：Effect of contact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on electronic transport 
in (C20)2-based molecular junctions 
 
S7-15. 邹剑飞(南京大学): 超导体/铁磁性拓

扑绝缘体/超导体结中交换场调制的 0-π转

变及手性边态超电流 
 
S7-16. 王琳（中国科技大学）：Singlet triplet 
relaxation in silicon single and double quantum 
dots 

extended defects 
 
S7-30. 王素新(河北师范大学): Shot noise 
in graphene-based double-magnetic-barrier 
structures 
 
S7-31. 吕树慧(河北师范大学): Effects of 
the edge states on conductance and 
thermopower for the bilayer graphene 
nanoribbons 

S7-45. 杨利建(华中师范大学): Transition of 
phase-locking modes induced vibration 
resonance in excitable systems 
 

S7-46. 曹霑(兰州大学): Inhomogeneity of 
the phase space of the damped harmonic 
oscillator under Lévy noise 
 

17:00-18:30 
龚昌德先生八十寿辰及从教六十周年庆祝活动 
地点: 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 报告厅 1 

主席：邢定钰 院士 
李俊(南京大学): 龚先生工作生活照片 

自由发言 

18:30 – 20:00 晚餐（各自住宿酒店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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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8: 2012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日程 8:00 - 10:00) 
(分会邀请报告 30 分钟, 口头报告 20 分钟, 地点: 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 

 报告厅 1（主题：强关联系统计算） 报告厅 2（主题：材料物性） 报告厅 3（主题：非线性统计，声学） 
8:00 – 10:00 分会报告(S8-1~S8-5) 

主席:  王强华 教授(南京大学)  
分会报告(S8-6~S8-10) 
主席:  郑以松 教授(吉林大学) 

分会报告(S8-11~S8-15) 
主席:  薛具奎 教授(西北师范大学) 

S8-1 (邀请报告) 曹三永(重庆大学) 
题目:

S8-6 (邀请报告) 刘雷(长春光机所)  
Non-local correlations in the Haldane 

phase for anisotropic Heisenberg chains as a 
perspective from infinite matrix product state 
representation 

题目:氧化物半导体材料的分析模拟 
S8-11 (邀请报告) 黄亮(兰州大学) 
题目:Fano 共振与量子混沌散射 

S8-2 (邀请报告) 黄忠兵(湖北大学) 
题目:多环芳香烃有机超导体中磁性和电子

配对特性的数值研究 

S8-7 (邀请报告) 贾成龙(兰州大学) 
题目:Spintronics with Multiferroic Oxide 

S8-12 (邀请报告) 段文山(西北师范大学) 
题目:经典及量子Hamiltonion系统的相变研

究 
S8-3 马女森(中山大学) 
题目:Spin Mott Glass Phase in the Disordered 
Spin Systems 

S8-8 马荣（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题目:Thermoelectric and thermal transport 
properties in ABA-stacked trilayer graphene 

S8-13 王宇杰(上海交通大学) 
题目:X 光成像技术在颗粒物理研究领域的

应用 
S8-4 李波(重庆大学) 
题目:Field induced magnetization and fidelity 
plateaux in a rung-dimerised two-leg ladder 

S8-9 张欣(广东工业大学) 

题目:Defect modes in acoustic meta-materials 
S8-14 柯满竹(武汉大学) 
题目:平板声学超透镜 

S8-5 谭宇婷(中山大学) 
题目:Magnetic Excitations and Phase 
Transition in the Square Lattice with Long 
Range Interactions 

S8-10 侯志林(华南理工大学) 
题目:声子晶体中的表面波研究 

S8-15 邱春印(武汉大学) 
题目:人工结构板中的声波反常透射效应 

10:00 – 10:3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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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9: 2012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日程 10:30 - 12:00) 
(分会邀请报告 30 分钟, 口头报告 20 分钟, 地点: 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 

 报告厅 1（主题：输运性质） 报告厅 2（主题：输运性质） 报告厅 3（主题：复杂系统，经济物理） 
10:30 – 12:00 分会报告(S9-1~S9-4) 

主席:  常凯 研究员(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 
分会报告(S9-5~S9-8) 
主席:  向红军 教授(复旦大学) 

分会报告(S9-9~S9-12) 
主席:  谭志杰 教授(武汉大学)  

S9-1 (邀请报告) 施均仁(北京大学) 
题目:Phonon Hall Effect and Phonon Quantum 
Hall Effect 

S9-5 (邀请报告) 孙庆丰(中科院物理所) 
题目:自旋超导态 

S9-9 (邀请报告) 黄子罡(兰州大学) 
题目:Enhancing Transport Efficiency by 
Hybrid Routing 

S9-2 丁国辉(上海交通大学) 
题目: The Ward idenity and current 
conservation approximation in electron 
transport through quantum dots 

S9-6 夏明岗(西安交通大学) 
题目:Modulation of specific heat in graphene 
by uniaxial strain 

S9-10 吴枝喜(兰州大学) 
题目:坚定接种者对群体接种行为的影响 

S9-3 王立国(沈阳大学) 
题目:Persistent spin and charge currents in an 
Aharonov--Casher conducting ring 

S9-7邓伟胤(华南理工大学) 
题目:有限尺寸石墨烯的电子态 

S9-11 张连众(南开大学) 
题目:基于成本角度的公共物品分类供给的

研究 
S9-4 赖文喜(北京大学) 
题目:通过简谐分子结的电子隧穿 

S9-8 张瑜瑜(重庆大学) 
题目:Polaronic discontinuities induced by 
off-diagonal coupling 

S9-12 周石鹏(上海理工大学) 
题目:金融市场出现间歇性泡沫爆发的相变

模型及其模拟 
12:00 – 14:00 午餐（各自住宿酒店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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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10: 2012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日程 14:00 - 17:15) 
(地点: 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 报告厅 1) 

 报告厅 1 报告厅 2 报告厅 3 
14:00 – 15:30 大会邀请报告(45 分钟) 

主席:  龚昌德 院士 
  

S10-1 报告人:  王强华 教授(南京大学) 
题目:Topological superconductivity in correlated electron 

  

S10-2 报告人:  常凯 研究员(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 
题目:Driving conventional semiconductors into topological insulating phase 

  

15:30 – 16:00 休息 
16:00 – 16:45 大会邀请报告(45 分钟) 

主席:  段文晖 教授(凝聚态理论与统计物理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清华大学)  
S10-3 报告人:  向红军 教授 (复旦大学) 
题目:General Model for the Spin-Order Induced Ferroelectric Polarization in Multiferroics 

16:45 – 17:15 闭幕式, 墙报颁奖, 宣布下届会议主办单位 
主席:  段文晖 教授(凝聚态理论与统计物理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清华大学) 

17:30 –  晚餐（各自住宿酒店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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