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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据丰富的实验事实提出了囫囵电子和集体势的概念。超导电

性源自囫囵电子有序相的集体行性。0 K 下所有囫囵电子一定都存

在于有序相内，凡具有囫囵电子的固体趋近 0 K 时总会成为超导

体。不具有囫囵电子的固体永远不会成为超导体。只有一个囫囵

电子相的固体从 0 K 升温只会发生一次相变。这是第Ⅰ类超导体。

其囫囵电子相发生相变的温度就是该超导体的超导转变温度 TC。

可有两个或更多囫囵电子相的固体，在从 0 K 升温中，各囫囵电子

相将按稳定性从低到高的次序逐个发生相变，但只要其中尚有一

个相仍处于具集体行性的有序相时，便仍然具有超导电性。此时

的超导转变温度 TC 是在该超导体内稳定性最高那个囫囵电子相最

后发生相变的温度。这是第Ⅱ类超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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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hulun electron and collective potential are proposed based on
plenty of experimental facts. The superconductivity is due to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of the hulun electron’s ordered phases. At 0 K, all hulun electrons must be existed
in ordered phases. All the solids containing hulun electrons will become
superconductors as the temperature approaches to 0 K. The solids not containing
hulun electrons will never become superconductors. For the solids containing only
one hulun electron phase, phase change occures only one time as the temperature
rises up from 0 K, this is the first kind superconductors. The superconducting
temperature TC is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the phase change occures. For solids
containing two or more hulun electron phases, as temperature rises up from 0 K, the
hulun electron phases’s change will begin form the lowest stablized phase, then the
higher. As long as there is just one hulun electron phase retaining in ordered state,
the solids is still a superconductor. The superconducting transition temperature TC is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the most stable hulun electron phase occurs phase change.
This is the second kind supercond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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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7 月 16 日美国《洛杉矶时报》一篇标题为“超导：令人激动而又难以理解”

的文章说：“在宣布超导取得突破性进展十年后的今天，科学家仍然不明白它到底是怎

样工作的。”

1986 年 J. G. Bednorz 和 K. A. Müller[1]发现在 Ba-La-Cu-O 系出现有超导转变临界温

度 TC 可能达 35 K 之物以后，在全球范围引发了高温超导体的科研热潮，并历久不衰。

这是因为它既戴着神秘的面纱，又有十分诱人的应用前景。尤其是对它的机理认识，仿

佛形成了对科学家理解和认识能力的挑战。持续十余年每年数千篇超导论文中，涉及机

理研究的也有数百篇，提出了许多理论模型，召开了多次国际研讨会，出版了许多专辑，

但至今仍无令人信服的机理模型。作者在作了多年调研之后，提出一个简明的系统认识，

提供学界评判。

    主要思路：超导体是固体材料中的一类，超导电性是这一类固体材料的一种特殊的

电子行性。研究固体科学的核心基础是物理化学分析方法。其中浅显而内容丰富者又有

一种是相图。本文就是用相图方法来研究超导电性，得到文中所述的一些结果。

    有多种适用于不同专业人士的相图手册，内容包括物质结构、相域、理化性质及应

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主要关心室温和高温的物态和物性，而且总是以原子和原子团

结合方式来识别物相的；电子总是依附于原子或原子团的; 即使有时承认有自由电子，

也只是看作混乱的电子气，与固体物相无关。这在高温也是合理的。为理解超导电性研

究低温相图，有必要认识一类电子，我们称其为囫囵电子，特点是它们没有轨函没有自

旋，是完完整整的粒性电子，在晶体中的表现有点象负离子。在低温下，囫囵电子是重

要的物相组分。超导电性实质上是囫囵电子集体行性的表现。

    为了更清楚地介绍低温下以囫囵电子为组分的相图并定性解释超导转变温度 TC 与一

些晶体结构的关系。首先介绍两个术语：集体势和囫囵电子；还要讲述两点经验知识：

对称性的物理解和复杂固体的化学。

1  两个术语

1. 1  集体势

    人们熟知，Cu 和 Au 及其合金凝固后在高温（＞410 ℃）为连续固溶体，其晶体结

构为 Fm3m 空间群的面心立方结构。在合金中 Cu 和 Au 是不分彼此在面心立方的角位置

和面心位置上作随机分布的。如果对 Cu 和 Au 合金进行热处理，缓冷至较低温度（＜410
℃），则可见在某些成分范围会出现一些单相的新型结构物，另一些成分范围是两相物。

已查明，在摩尔分数为 25 的 Au 附近出现了一个新物相，并有可观的相域，代表式可写

作 Cu3Au，它不再具面心立方结构，而演变成为面心四角结构；标准情况是所有 Au 原

子分布在其面心四角单胞的角位置，而 Cu 原子分布在该单胞的所有面心位置上。如果

合金配比成分并不完全理想，当然允许限量范围的以富补欠。又发现在摩尔分数为 50 的

Au 附近，出现有 P4/mmm 的新物相结构，其代表式为 CuAu，其堆垛方式是 Cu 原子和

Au 原子分别构层，彼此相间交替叠垒。

    又如在 Ni-Al 合金系中有个β-相，标准化学式为 NiAl。它有富 Ni 和富 Al 的很大相

域。我们现在只关心其富 Al 部分，看它是怎样向新物相演变的。标准成分的 NiAl 具体



4

心立方 CsCl 型晶体结构，可设想为 Al 原子处在体心立方单胞的角位置，而 Ni 原子则处

于体心位置。当含 Ni 量从摩尔分数 50 逐渐减小时，可能主要由化学因素决定，在一定

的缺 Ni 范围内，晶体结构仍只能是保持其体心立方框架而又不容许用 Al 原子去顶充 Ni
原子，结果让某些体心位置成为空位。刚出现少量这种空位时，这些空位在体心位置上

是随机分布的。但当空位比例渐增至足够量时，就出现一种新的物相，称做δ-相，标准

化学式写为 Ni2Al3，具 P3 m1 结构。对于这个晶体结构，我们认为[2]标准的 Ni2Al3 是由

NiAl 因缺少 Ni 原子而带来的空位造势作有序排布而生成的。设想我们将 3×3×3=27 个体

心立方 NiAl 单胞排成一个立方体巨胞而去其在坐标为：

1/6  1/6  1/6 ； 1/6  3/6  5/6 ； 1/6  5/6  3/6 ；
3/6  1/6  5/6 ； 3/6  3/6  3/6 ； 3/6  5/6  1/6 ；
5/6  1/6  3/6 ； 5/6  3/6  1/6 ； 5/6  5/6  5/6 。

的 9 个 Ni 原子，令其成为空位。因空位的如此有序排布，造成了立方体的畸变，畸变的

结果是立方体变成为菱形体。菱形体的菱面角为 90°+δ 和 90°– δ，经测算在整个相域中δ
限于 0.4°～0.6°之间，是很小的。有序空位造成的重要影响是对称性的改变，在 NiAl 中

的 3 个四重对称轴和 4 个三重对称轴，在 Ni2Al3 中剩了 1 个三重对称轴，为 P 3 m1 晶体

结构。其他具体细节不作详述。

    那么我们既然见到了空位有序化合物 Ni2Al3，为什么未见 Ni3Al4空位有序化合物呢？

1/4 空位按对称性应是可以发生而容易处理的。我们只能想到因 1/4＜1/3，在 Ni-Al 系中

的这一部分也许 1/4 空位是其势不足的。我们可不可以为 1/4 空位造势？据此我们制备出

Ni2CoAl4，并解出其晶体结构同预想相符。Ni2CoAl4 的晶体结构属 Ia3d 空间群，保留了

立方对称性，却失去四重对称轴，一些对称面降成滑移对称面。它是将 4×4×4=64 个 NiAl
体心立方单位叠成大单胞，再按 Ia 3 d 空间群抽去（16  b ·32 ）的 Ni 原子而成的。

    类似的或更加隐晦复杂的情况于相图审视中比比皆是，本文特选上例并释以新意是

因其有助于认识超导电性机理。

    为什么 Cu-Au 合金系在适宜条件下要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的有序排列？为什么在某

些空位结构固体体系中随空位数比的变化, 空位会选择这种或那种对称性的分布？还有

囫囵电子如何要成为有序电子？这或许可以从原子间相互作用力、化学性质差异、稳定

性 高、总能量极小以及可能涉及的力学、电学、热力学去追根寻源，但诸多因素错综

复杂，不便进行数理分析。借鉴半导体学者处理空穴半导体的办法，即一种本来是传导

电子略有欠缺的半导体，因电子数仍是很大，难以科学处理。空穴本是反映电子缺额的，

因其数小，给认识带来方便，于是霍耳半导体便为人所共识。我们在简化前面提出的问

题中，根据现象的普遍性和效果核验，亦可尝试提出：在特殊适宜的结晶固体物中，我

们关注的一种原子或空位或囫囵电子，具有凝聚采取合宜对称性布居的倾向，复杂的环

境既有促进因素，亦有干扰因素，我们可将净的促进凝聚的势力称为集体势。

1. 2  囫囵电子

    我们知道，在原子内的所有电子都是遵从泡利（Pauli）不相容原理各自以不完全相

同的轨道函数绕核运行的。除非是被电离了出去，否则它只能是绕核运转的轨函电子。

在分子中，因有几个中心力场，与成键相关的那些电子与在单个原子中的境况有很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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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杂化、群轨、电子孤对的产生。但有一点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所有电子只要它尚

未脱离分子，便仍是轨函电子，除遵守原子轨函外，成键电子必须遵守分子的轨函。分

子中原子的结合方式总要遵从点群对称性规律的，这就排除了它会具有成为囫囵电子的

可能性。

    体系越是复杂，变量越多，越可能出现新情况，单个原子中不曾看见的电子情态，

如杂化、群轨、电子孤对等，我们在分子中见到了。晶体是比简单分子更复杂的体系。

晶体结构遵从的是空间群对称性规律，它具有平移对称性。一种晶体可以想像为由同样

的一些单胞一个接一个在三维方向紧挨着无限止地排布而成的。将晶体看成是由分子组

成是不恰当的。

    在晶体中可能出现的新一类电子我们给它命名为囫囵电子。产生囫囵电子的机理参

见 2. 2。这里只讲它们的一些性质。(1) 它们是与空间群对称性相容的。(2) 它们同轨函

电子的根本差别是：囫囵电子没有轨函没有自旋，在晶体中的表现颇象带一个负电荷的

负离子，只是质量甚小而稳定性差，只有在低温下才有研究它的必要。(3) 在某些复杂

晶体中，囫囵电子起着粘合剂的作用，那些固体不用囫囵电子是构不成的。(4) 在有利

条件下，晶体中的囫囵电子数量甚多，它们可以凝成有序相，并有高的稳定性，此时固

体便具有超导电性。超导电性实质上是囫囵电子的集体行性。这个有利条件看来象是晶

体中有规律地布列着一个引起利于囫囵电子窝居的异形电势场和一种规导电子行为的盒

子。超导转变温度 TC 是该超导体中 稳定的那个囫囵电子集体坍塌的温度。(5) 磁性源

自轨函电子，因而磁性与超导电性是互斥的。

    并非一切晶体都有囫囵电子。只有某些晶体方会有囫囵电子。

    一切轨函电子无论其与原子或原子团之间的作用力是强或是弱，它跟原子或原子团

都互相牵扯着，是没有构成物相的基础的。凡是囫囵电子，无论它与原子或原子团之间

的作用力是弱或是强，都是外力作用，没有实体牵扯。所以它们不是以同原子和原子团

的作用力的大小来区分的。

    碱金属、碱土金属、贵金属等是否会有囫囵电子是可质疑的，即使是有，也由于电

子窝居环境不利，稳定性极差，在当今可达到的 低温度下仍未使之出现超导态。反之，

高 TC 超导体常见于常温时为绝缘体之物。半金属和半导体也是比较容易观察到超导电性

的。现已见到，在电子窝居于良好的势场环境且规导盒子尺寸 佳时，超导转变温度已

达约 130 K，如在 TlBa2Ca2Cu3O9，Tl2Ba2Ca2Cu3O10，HgBa2Ca2Cu3O8等化合物中所见。

    在固体内，随着环境的改变，也曾见到过有轨函电子和囫囵电子发生转化的情况。

但所见事例尚少，不足以从中寻找规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据事实断言：在环境改变的

影响下，曾见囫囵电子变成轨性电子，但这种转变只允许从散乱的囫囵电子中去进行。

如果囫囵电子已经成为了有序相，要改其中囫囵电子为轨性电子，就必须有一个预先的

步骤，那就是先要彻底地破坏该有序相。有序相总是在集体势影响下达成。有序相内总

有集体行性。集体行性相对于个体行性总是占优势地位的。所以当一个固体显现为超导

电性时，即使固体内还有无序的散乱电子，其行性也不易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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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验知识

2. 1  对称性的物理理解

    群论是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空间群理论是结晶体构造的灵魂。世界上千千万万的

固态物，绝大多数都是纳入于结晶物的范畴。三维结晶体的对称性总数为 230 种。空间

群理论是在 1890 年由俄国学者 E. S. Fedorov 和德国学者 A. Schoenflies 分别独立但又几

乎是同时推演完成的。那是在 X 射线尚未被发现之前。20 世纪 X 射线结构分析的辉煌

成就，一再证明了理论的完备和正确。将科学的理论认识与观测经验进行对照，以求其

真谛是很有必要的。当理化和材料学者认识到一切固体结晶物的晶体结构俱在 230 种空

间群之内时，并不只是简单承认，而是有更深刻的内涵理解。230 种空间群的推演完备，

首先是相关数学领域的功绩。应用学者还必须给它赋予理化实质的内涵，使之更加生动

和广用。应用科学工作者称空间对称群理论是晶体构造的灵魂，而灵魂不是僵固的。对

称性在物质结构中的表现不只限于形和数，而更重要的是内涵实质、物构发生、发展及

变化趋向和踪迹以及所带来的物性影响。如果单从形和数去认识物质结构，有时可能会

出现茫然或发生误判误识情况。某些固体化合物相有多种成分为连续可变的显著相域，

如果拘泥于数则应是只有其中一个标准成分物或甚至没有任一物是符合对称性要求的。

则 230 个空间群只能代表一些特征物，远不是包容一切固体结晶物了。晶体学者认为 230
个空间群尽纳了所有固体物结晶态。一个固体物是由许多原子和原子团组成的复杂体系。

原子可有不同种类，原子大小和化学性质，成分比例以及外部环境，早期历程起过的影

响等更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对固体的结合方式产生影响。不过，它们不相融合就会回复

原况。如果有新的对称性物产生，一定是由参与组元在环境诱导或强迫下形成的。所被

选择了的对称性，除了物理和化学性相宜、能量优势得到满足之外，它还具有良好的稳

定性。这稳定性表现在它在一定范围可以耐受环境的变异，也允许内部成分有可调节的

范围。

    这样讲的目的是为囫囵电子在低温环境下有择取适宜对称性的可能找出依据。首先

这些囫囵电子可视为固体物中的组分（见 2. 2），如果囫囵电子成了组分，就不应该有

理由不赋予它们以对称性的灵魂。在高温环境，因环境轰击猛烈，它们很不稳定。在降

低温度减弱环境刺激，加上布局环境的合宜并给一点约束势力，它们可以相对稳定，成

批的相同状态的电子按对称性要求，洽处凝结成有序相，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序电子的布局情况，现在尚无法观测。原因是电子对 X 射线的衍射能力太弱，晶

体结构分析方法是用不上的，其他方法也难考虑周全。

    超导电性源自固体中的有序电子相，这一点可从解释现象的合理性和无违性来证实。

2. 2  复杂固体的化学

    人类认识固体比认识原子和分子的概念长远得多。但在化学学科中，从简单到复杂，

是在分子化学研究得相当成熟以后，才有固体化学的发展。分子化学的成就成为固体化

学的基础。

    从原子、分子到固体是越来越复杂的体系，复杂体系中会出现简单体系中没有的情

况，在分子中为了实现化合，一个原子的几个电子轨道可以杂化，几个原子的某特定电

子轨道可联合构成群轨，还有具备电子孤对的分子。水分子中氧的电子孤对使水不仅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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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且具有神妙功能。

    分子化学认为有四种化学键：离子键、共价键、金属键和 Vander Vaals 键，而且在

具体情况中有时见到纯键，有时是混合键，混合比例不定。这些化学结合方式，在固体

结合中占主要地位。但我们不妨提一个问题：复杂的固体在化学结合上就只能限于分子

中的结合方式吗？

    有些固体生成十分简单。例如在 AgNO3 溶液中加入 HCl，将有白色沉淀 AgCl 固体

析出，固体中 Ag 和 Cl 的含量是符合定比定律关系的，它们是离子键结合的。

    在固体新技术材料的制备过程中，情况就复杂多了。特别在高温超导浪潮中，材料

专家制备出许多新奇固体化合物，给化学家出了难题，化学定比定律怎么不适用了？价

键关系如何认识？有些原子之间的结合情态令有经验的化学家也感到陌生。一个原子的

近邻数和次近邻数有时规律难寻，间隔距离也多有参差不齐的情况。并常见有空位、填

隙、堆垛层错等等。

    固体化合物的化学式一般是根据化学分析和晶体结构分析取得的结果拟写的，尽可

能使其具有概识性。从形式看来，代表固体物的化学式与普通化学中的分子式十分相像，

但是不应该把它们等同起来的。固体并非是由一些分子堆砌起来的。有时候按固体化学

式写法去找那样一个分子是找不出的，也制造不出来，因为构造晶体和构造分子可用的

物料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有囫囵电子可资利用，后者则没有囫囵电子可用。化学分子不

能具备囫囵电子的理由是：第一，囫囵电子的存在与分子点群对称性不能相容；第二，

活泼易动的电子个体（囫囵电子）靠分子内的单薄力场是约束不了的。至于晶体，因其

被理解为遵从空间平移对称性，有许许多多处境相同的囫囵电子，有长远的周而复始的

同样环境，若干个囫囵电子环绕着一个离子，若干个离子又包围了一个囫囵电子，还可

有多种物理因素使囫囵电子趋于稳定。对于一些难以完全靠轨函电子的交叠来实现结合

的原子和原子团，囫囵电子还可以起着类似于粘合剂的作用。因此，化学分子中见不到

的化学式可以见之于固体化合物。然而，囫囵电子的 神妙处是对超导电性的贡献。

3  复杂固体化合物的形成过程探讨

    固体材料的制备方法甚多。有些工艺精湛，但手续复杂。我们只举材料实验室 普

遍采用也是 简单的方法——熔凝法和烧结法来讨论。将配料置于真空或控制气氛的器

皿中，进行历时或长或短的高温处理。令其产生化学反应，然后淬冷或缓冷至室温，即

得到所需固体材料。

假设我们制备出的恰好是一种并非平常的单相化合物，经化学分析和晶体结构分析，

粗识其结合情态，那么我们怎样去理解其中发生过的内情呢？作者推测，在一定激荡的

环境中，体系应该遵从一定的自然法则，那就是在所处环境中，新生成物应该具有 小

内能，冷却中择相宜对称性结晶。也就是说稳定性和对称性是固体化合物结合的主导原

则。有时候参与固体化学反应的原子和原子团如果按几种常见的习性动作是不符合总体

适配要求的。某些种类的原子，特别是对于比较大而又复杂的原子有非凡的适应环境的

能力。这些原子中的许多电子，遵从 Pauli 不相容原理，各有一个属于自己而异于其余的

轨函，并有若干空轨供其跃迁利用。在 低能态自然是选用尽可能低能的轨函。在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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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杂需要的情况，某些电子的轨函选择可能要依据形势所需并与共处各方协调用其所

宜的。在化学反应中，一般不会涉及原子深部（原子实）电子，因其受核束缚的能量比

化学反应能量高出几个数量级。不过，接近价电子的稍内层电子，有时也不排除在高温

下有参与化学反应的可能性。1200 K 的温度可以赋予粒子 0.1 eV 的能量。用这样大的量

子能量激励轨道电子，对于ΔE=1 eV 的跃迁，其统计几率为 e-10，这当然是很小的数值，

但按ΔE·Δt～h 计算跃迁时，仅Δt～10-15 秒。因此，亿万次难逢的机遇，如果恰好适

宜，也会被利用的。处于高温环境的体系中，各个个体成员在受激励情况下，终究要选

择体现物质构造总则（稳定性和对称性）之 宜。复杂的化学原子本身有时就象是一个

大的亚体系，可调因素多，适应能力强，也可以表现为化学性质是多变化的。在复杂体

系中，某些原子的较外层电子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况，在受激下，它从一个轨道电子被

电离出来，在它该复原时，体系状态已经有了变化，它惟一的可能是改变姿态，成为新

环境中的新成员。这种情况在分子化学中是不允许的，因受点群对称性的限制，分子是

约束不了完全自主的独立电子的。化学分子中的电子都是可用轨函描述的。晶体是具有

空间平移对称性的，粒性电子可以洽好处于晶体点阵的一些容身处。它们因质轻抗干扰

能力差而不能实现对称性。但在有合理构巢力场和点阵排布的优越条件下，它们的抗干

扰能力大为增强。超导电性从根本意义上说是有序电子的集体行性。目前 130 K 的超导

电性已见到数次。

4  结晶固体的低温相图

    有了以上的基础认识，我们便可以讨论超导体的低温相图了，同时也就为超导电性

机理给出一个具有明确图像的基本认识。

    我们在研究固体体系的高温相图时，有些体系也是应该具有囫囵电子的，但我们只

将它看成等同于价键电子，是附属于原子和原子团的；或是将它看成一种电子气，跟固

体物相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是无关紧要的。在我们研究低温相图并将囫囵电子视为

重要组分时，我们视以往的相图研究仍是正确的。我们只是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近似去对待。

    一个固体体系置于很低的低温环境下该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从传统相图认识到，由

原子和原子团构成的物相不再有变化了。超导物理也常提到在超导——非超导转变中未

见有物质结构的转变，其中，物质结构是指原子和（或）原子团之间的排布关系。如果

我们把相图研究止于原子和原子团的排布，就没有低温相图研究的必要了。如果相图研

究不能进入低温领域，热力学的效用将大有损减，而热力学理论自问世以来，表现出

是无可批驳而效用深广。

    固体在低温不是死亡了的体系，而仍是鲜活的体系。目前超导电性在科研生产中发

挥着巨大的作用便是明证。

    一种超导体在低温下，其原子和原子团是僵固了，一切轨性电子被原子或原子团携

带着，也要被看成是僵固了的。自然它们还有振动、转动、声子、跃迁等，这属物性范

围，与物相无关。从物相关系来看，超导体中唯一活性组分只有囫囵电子。原子和原子

团的布局，是给囫囵电子设置的环境安排。组分仅囫囵电子一种。因此，我们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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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组分的相图。不过，一种固体物给囫囵电子提供的环境，可能不只一种，而是有很

多种。其中每一种都将是物理情态完全相同的容器按对称性的要求排成特定阵形的。凡

处在同情态同阵列的囫囵电子是互相关联着形成集体的，它们有自己的集体势。这个集

体和那个集体虽处在同一固体中且位置是相互浸漫的，但彼此是不相干的。动作姿态和

对称性是囫囵电子辨识同伴的根据。异族是不相识的。依这个见解，一种超导体可以存

在一个或互不相干的多个一元囫囵电子体系。

    下面我们来讨论其中的相变。

    写出 Gibbs 相律表达式：

f = C – P + 2
式中，f 为自由度数；C 为组分数；P 为相数；数字 2 特指温度和环境条件。我们认为，

对每一组囫囵电子的环境条件已不容改变。在允许温度任取时，令 f = 0，则 P = C+ 1= 2。
就是说，一组囫囵电子只能有两个状态。将温度也固定时，P = C = 1。就是说，一组囫

囵电子在确定温度时只有一个相。我们一般认为，囫囵电子存在两个物相。其一是具超

导电性的有序相，它具有的每个囫囵电子用空间群对称性来看是处境相同行性一致的，

且明显受到了集体势的制约。其二是非超的无序相，因环境（例如温度）的变化，囫囵

电子个体各受着大有影响的致乱力量驱动，集体势已不占优势，其群体颓败为电子气。

前者出现于较低温度，后者出现于较高温度，中间有一个转变点。从相图理论看，在一

定温度下，一群囫囵电子只以一个相出现，或全是超导的有序电子，或全是非超导的无

序电子，没有两者共存的情况。对于一个有多群囫囵电子的超导体来说，各不同的囫囵

电子相将以稳定性从弱到强的次序随温度上升而逐个瓦解。因此在某些超导体的某些温

度下，是既有有序电子，也有无序电子。不过，这些有序电子与那些无序电子从来就不

曾是同相的，因此不与相图理论相违。

按照我今提出的见解，则每一种超导体在其超导态下，随温度的变化，比热、磁导

率χ、电子比热分量等等应各有其特征。用对这些参量的精密测量结果可以核验概念本

身，使理论具体化。

    举两种囫囵电子群体布阵情况的例子或许有助于理解囫囵电子群体的具体面貌。

    单质超导体 Pb，其晶体具面心立方 Fm3 m 空间群结构。Pb 原子可视作处在第 225
号空间群的{4  a  m3 m  0, 0, 0   0, 1/2, 1/2   1/2, 1/2, 0   1/2, 0, 1/2}位置。这些原子

是按紧密立方堆集起来的。如果将一个一个的 Pb 视作同样大小的钢球，则一些钢球相触

处将有一些孔隙。细察原子堆集情况，则所有孔隙都出现在六个钢球相触处。其位置在

第 225 号空间群表内列成{4  b  m3 m   1/2, 1/2, 1/2   1/2, 0, 0   0, 0, 1/2  0, 1/2,
1/2}。它与原子的个数相同，对称性也一样为 m3 m。这是可容纳囫囵电子的位置。因此，

它只有一个囫囵电子群。它具有的囫囵电子只可能或全是有序的超导电子，或全都已沦

为紊乱的无序电子。Pb 结晶物是第 I 类超导体，在常压下 TC, Pb=7.201 K。

单质超导体 Nb，其晶体具体心立方 Im3 m 空间群结构。所有 Nb 原子可视作布居

在第 229 号空间群的{2  a  m3 m  0,0,0  1/2, 1/2, 1/2}点阵上。它有由 6 个球形原子相

触构成的孔隙，其点阵在第 229 号空间群列写为{6  b  m3 m  4/mm· m   0, 1/2, 1/2
1/2, 0, 1/2   1/2, 1/2,0   1/2,0,0  0,0, 1/2}，其数为 Nb 原子数的 3 倍。它还有由 4 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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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相触形成的孔隙，在同一空间群表中列写为{8   c ·3 m   1/4, 1/4, 1/4  3/4, 3/4,1/4
3/4, 1/4, 3/4  1/4, 3/4, 3/4  3/4, 3/4, 3/4  1/4, 1/4, 3/4  1/4, 3/4, 1/4  3/4, 1/4, 1/4}，其数为

Nb 原子数的 4 倍。这两种孔隙应是可容纳囫囵电子的阵点。其对称性互不相同，也与原

子本身排列的对称性不同。因此，它该有两群囫囵电子，且彼此不相干，稳定性也不尽

相同。在某个温度范围，一群囫囵电子的有序性被瓦解，而另一群仍维持有序，这时超

导体内既有无序电子，也有有序电子。有序电子因具集体势，主控物性占优，仍是超导

的。只有在 稳定的一群囫囵电子瓦解时，它才失去超导电性。这是第 II 类超导体，在

常压下 TC, Nb=9.26 K。

    本研究认为，一些固体中有囫囵电子––––一种没有轨函和自旋标记且总是以整体出

现的电子。晶体的点阵结构起着两个重要作用，一个是某些按对称性整齐排列的离子构

成的佳好场形可以促使囫囵电子镇定谨行，在低温环境下，囫囵电子表现为宏观物相的

组分，而当巨大的原子和原子团在甚低温度下缺乏能量，只宜视作环境条件时，囫囵电

子就成为唯一的鲜活组分。晶格还有一个作用是构成盒子，对囫囵电子的本征动能施加

影响。场形品质、晶格品质和囫囵电子数对其存身场所等效位置数之比是囫囵电子集体

的主控因素。

5  几点提示

    ⑴ 磁体、半导体和超导体在固体材料科学中都占有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其各自的

理论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分别行性都源自固体中的一些电子。而这些行性的分别

呈现是因为电子本身也是各个有别的。磁性源自轨性电子。一种物质的磁性总是由一些

电子的原子轨道或分子轨道与电子自旋的耦合关系加上有序排布造成的。一种物质的半

导性是由固体中价电子的轨函同晶格的相互作用带来的，凭借布里渊区和能带理论，半

导体物理得以顺利发展。笔者认为显现超导电性的电子是另一类电子，为其取名叫囫囵

电子，因为它们没有轨函没有自旋，人们要能见到它，它总是整体出现的，很有点象带

1 个负电荷的负离子，又只有一个电子那样的质量。囫囵电子不会出现于化学原子和化

学分子中，而只在某些固体物类中出现。它在高温呈金属（或固体）中的电子气状态，

但在低温时的特性却是很奇特的。

    (2) 研究低温物理有必要将眼光深及于 0 K。0 K 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极限温度，

但可假设是可以达到的。就象绝对的零磨擦未必真有实现，而惯性定律是公认成立的一

样。

    0 K 下固体中的囫囵电子是什么情态呢？热力学第三定律可表述为：对于任何达成

内平衡的物理体系，在 0 K 下可取其熵为 0。可以推论，所有各囫囵电子群都是有序排

列的。任何囫囵电子群都有其集体势，因为 0 K 下没有外部干扰，任何薄弱的集体势便

足以维持电子群的有序排布，因此具有囫囵电子的结晶体在 0 K 都必须是超导体。从 0 K
逐渐升温，囫囵电子群将以其稳定性从低到高逐个瓦解。超导转变温度 TC 是对应于该超

导体 稳定的那个囫囵电子群 后瓦解的温度。某些结构复杂的超导体，如果要查清它

可能具有的囫囵电子群和容纳这些囫囵电子的盒子群是十分繁琐的。如果我们只想探究

TC 同晶体结构与材料的关系，我们可以针对某一 佳囫囵电子群和盒子群，这样就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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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更加省事的经验方法，是把一些结构和材料相近的超导体，在明确的概念和方法

下，进行资料整理和对比，归纳出有益的认识，另文发表[3]。

    (3) 将上面阐述的理论用于解释实验现象可先从单质固体开始。现在流行的超导电

性机理模型是将低 TC 的和高 TC 的超导体分别对待。本文则认为无此必要，因为高 TC 和

低 TC 的，单质的和化合物的是同理同源的。我们将单质超导体一起讨论是因为常用的化

学元素只约 100 种，所能构成的单质固体总数也不会多出许多，因此不太大数目的固体

就构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在约 100 种化学元素中有十余种未见形成结晶固体，堕性元素

的凝固温度太低，也不曾引起超导学者重视。有近 30 种元素的单质固体是磁体，不具或

极难显现超导电性。碱金属、碱土金属、铂族元素和 Cu, Ag, Au 等一切电离势极低和良

导体金属都很难显现超导电性。这样大约只有近 40 种元素的结晶固体被测出过超导电

性。在 A 族元素的近 20 种超导元素中，La，V，Nb，Ta 和 Tc 具有 5～12 K TC 的良好

超导电性，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晶体中有多价的金属离子并具有 d1 或 d-1 轨函的势形，

因为 d5 是满轨，d1 和 d6 都略相当于 d1，d4 则相同于 d-1。看来电离数大和场形陡削是有

利于超导电性的。在 B 族元素中，除 C 的金刚石晶体和一些只形成非晶物元素外，其余

近 20 种元素的结晶物都普遍有 TC 1～8 K 的超导电性，并且在加高压下只有 Pb 晶体的 TC

略有降低，其余是普遍提高的。B 族元素外壳层电子相当复杂，尚不便作出周到的解释。

金刚石未测出超导电性，是因其 C 的 2s22p2 共 4 个电子全部以 sp3 方式杂化成键，不可

能有囫囵电子。石墨可能因为测量温度尚不够低，只测至 1.2 K，而 C 是很小的原子，

点阵常数小，没有尺度较大的供给电子布居的盒子，如果要显现超导电性也须在更极度

的降温之后。

    (4) 对于化合物来说，磁体和半导体可选择利用的化学元素范围很窄。但几乎所有

能参与化学反应的元素都可以在超导化合物以至高 TC化合物中出现。C，N，O，S，P，
Cl 等元素，未见有其单质超导体，但卤化盐、硫化盐、氮化盐、碳酸盐、硫酸盐等可有

许多超导物，且不乏高 TC 超导化合物。碱金属和 C 的单质固体很难测见其超导电性。但

碳笼分子（C60）的碱化合物却有一些高 TC 超导体[4]。例如 K3C60 的 Tc =18 K；Rb3C60 的

TC =28 K；Cs3C60的 TC =33 K；还有 Rb/TlC60的 TC =45 K。不能构成单质超导体的几种元

素也可以化合成超导物甚至高 TC 超导物。可见超导电性不是对化学元素有选择性，所选

择的是化学结合方式是否能够促现囫囵电子和离子场形及晶体的点阵结构情况。非超导

元素可结合生成超导体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第一个这样的化合物是 MoC，是由 Meissner
（他发现了 Meissner 效应）与其同事制备和测量的；MoC 的 TC =7.6～8.3 K[5]。

    对超导机理的认识从 20 世纪 50 年代迄今一直徘徊在歧途上，笔者认为 50 年代超导

材料学者把注意力放在σ-相、ω-相、χ-相和β-W 结构上，去发现新超导体，60 年代和 70
年代则把注意力放在多元体系和团簇化合物上，并且都有丰硕收获。因为他们意识到，

超导体化学是不平常化学。要寻找高 TC 超导体和优良超导体，可择取一些有希望又不自

愿结合的原子和原子团，给它们创造合宜的环境条件，让它们象人一样在高激发状态下

切磋磨合，各自在自愿和半自愿下改变脾性，新的优良产物就可能制成了。研制超导材

料的学者 希望的是这些物料挤出一些轨道电子成为囫囵电子，因为只有囫囵电子的群

聚才可有超导电性的集体表演。超导电性只能是集体显示。

    (5) Matthias[6]曾指出，决定超导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晶体单胞的体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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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转变温度 TC 同原子体积的 5～10 幂成正比，并列举了一些实例作为验证。同时他还

指出 TC 同化合物的平均价电子数的关系。后继学者似乎更重视 TC 同平均价电子数的关

系。实际上这些判识尽管说得有理有据，但理由并不充足也不是普遍适用的。

    Roeger[7]在 1952 年曾发表了他对面心立方结构超导体 NbN 测定的 TC 随点阵常数 a
变化的关系，认为 TC 是随 a 的增大而线性升高。这应该是能引起学者们兴趣的，但类似

实例并不多见。

    从上文提到过的 A3C60（A=K，Rb，Cs）系列物来看，K，Rb 和 Cs 都是 1 价的碱金

属，化学性质颇相近，它们都具有同型的面心立方结构，差异主要是 A 元素的原子大小

不同，因 rK<rRb<rCs，自然可以判定
603CKa <

603CRba <
60CsCa ，而实际

603CKC ,T <
60RbCC ,T <

60CsCC ,T 。

TC是随 a 的增大而升高的。

遗憾的是这些规律并未见其有普适性。因此与其相呼应的科研结果并不多见。

6  结 论

    笔者在不违背科学基本原理的情况下，对固体化学稍加改造，主要认为体系能量

小和遵守空间对称性规律是固体结合的根本原则。认为固体在结合中除了采用键合方式

外，还有在复杂条件下不得不兼用粘合的方式。在采用了粘合方式下，固体内将具有囫

囵电子。囫囵电子的群聚和表现的集体行性是出现超导电性的根本原因。这样，我们可

以将相图的研究扩展至低温领域。由此我们认定，不是平均价电子数，而是 稳定一个

囫囵电子群的一个占位比，不是点阵常数，而是容纳 佳囫囵电子群的那些盒子的尺寸

（有时这个尺寸自然会与点阵常数有关），才是影响超导转变温度 TC 的主要因素。有关

离子的价数和构成势阱的形状，也将对囫囵电子群的稳定性有重要的影响。将这些概念

具体化到推广应用需要继续做工作。有关采用经验方法对几个体系考查 TC 与盒子长度关

系的实例将另文讨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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