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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材料：原理、工艺与应用
Magnetic Materials: Principles,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s

Lecture 3  磁学基本概念

Review: Atomic magnetic moment）
 电子和原子核均有磁矩，但原子核的磁矩仅有电子磁矩

的1/1836.5。

 电子轨道磁矩：

l：轨道角量子数，0, 1, 2, 3, 4…n-1 (s, p, d, f,…电子态)；
n: 主量子数；波尔磁子B=9.273210-24 A/m2

Bl ll  )1( 

磁性材料：原理、工艺与应用 2磁性材料：原理、工艺与应用 2

B

轨道磁矩在外磁场方向的投影: l,H=mlB

ml: 角动量方向量子数或磁量子数=0,1, 2,… l

 电子自旋磁矩：

s：自旋量子数， s=1/2

自旋磁矩在外磁场方向的投影: s,H=2msB

ms: 自旋角动量方向量子数= 1/2

Bs ss  )1(2 

Magnetic parameters
 Magnetic field: H, A/m

 Mganteization: M, A/m

 Magnetic Polarization: J= 0 M, T

 Magnetic induction: B= H, T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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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Permeability:  = r 0 

 Susceptibility:  =r−1

Relationship between B, H, M, and J

 B = 0 ( H + M ) = 0 H + J 

 M =  (r -1) H= H

Volume
M i

i
 1



0=410-7 H/m

Example：计算孤立Fe的原子磁矩

Problem: 实验测出金属Fe的饱和磁极化强度J=2.2T，计算其原
子磁矩的实验值（Fe：bcc，a=2.86A）。同时通过Fe原子结构
计算孤立Fe原子的磁矩。比较二者差别。（注：饱和磁极化强度
近似等于在0K时的自发磁极化强度。）

解：J0=0M0, 晶胞体积a3（m3），含2个原子，实验值：

M

N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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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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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值：J,H =JgB

Fe原子：3d6, S=2; L=2, J=S+L=4, g=1.5; J,H= 6 B

原子磁矩应该用能带理论来解释，经验值：

J,H=[10.6-n] B; Fe: n=8, J,H=2.6 B,和实验值比较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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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Magnetism

Based on 
 抗磁性（Diamagnetism）

< 0, typically -10-7

M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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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磁性（Paramagnetism）

 铁磁性（Ferromagnetism）

 亚铁磁性（Ferrimagnetism）

 反铁磁性（Antiferromagnetism）

> 0, typically 10-3-10-5

>> 1, typically 50-104

Magnetic ordering materials

Various Magnetism
 Diamagnets are materials which have no net magnetic moment on 

their atoms, because the electrons are all paired with antiparallel spins. 
→ small negative susceptibility

 Paramagnets are materials which have a net magnetic moment per 
atom due to unpaired electron spins. In zero field these magnetic 
moments are randomly oriented but under the action of an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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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s are randomly oriented but, under the action of an external 
field H, they can be aligned in the field direction. → very small 
positive susceptibility. 

 Ordered magnetic materials ( >> 1, typically 50-104) show large, 
intrinsic magnetic moments, and can behave as if they were 
spontaneously magnetised. → large positive susceptibility

 Various types of magnetic moment ordering: 

(1) Ferromagnetic;        (2) Ferrimagnetic;       (3) Antiferromagn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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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Magne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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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agnetism （抗磁性）
 Diamagnets have no net magnetic moment on their atoms, because 

the electrons are all paired with antiparallel spins.

 拉莫尔(Lamor)进动: 抗磁性起源! Under a magnetic field H, the 
orbits of the electrons change in accordance with Lenz’s law, and 
they set up an orbital magnetic moment which opposes the field, and 
therefore gives very small negative susceptibility (磁化率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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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半径不变）

作用下）（在磁场

 The susceptibility,  is negative and it 
does not change much with temperature 

 When a diamagnetic material is placed 
i ill b ll d f



Diamagnetism 抗磁性

 抗磁性存在于一切物质中，但只有在抗磁性物质中才能从宏观
上表现出来，在另外的物质中，这种磁性被其他磁性所掩盖。

M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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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 a magnet, it will be repelled from 
the region of greater magnetic field, just 
opposite to a ferromagnetic material.

 Examples : People and frogs are 
diamagnetic. Metals such as bismuth, 
copper, gold, silver and lead, as well as 
many nonmetals such as water and most 
organic compounds are diamagnetic.
water, inert gases

T

 根据抗磁性物质χ值的大小及其与温度的关系可将抗磁

性物质分为三种类型：

 1 、弱抗磁性 例如惰性气体、金属铜、锌、银、金、

汞等和大量的有机化合物，磁化率极低，约为-10-6，并

基本与温度无关

Diamagnetism 抗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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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与温度无关；

 2 、反常抗磁性 例如金属铋、镓、碲、石墨以及γ-铜锌

合金，其磁化率较前者约大10-100倍，Bi的磁化率χ比较

反常，是场强H的周期函数，并与温度强烈相关；

 3 、超导体抗磁性 许多金属在其临界温度和临界磁场

以下时呈现超导性，具有超导体完全抗磁性，其χ=-1.

 With net magnetic moment in atom, ion or 
molecule.

 very large fields are needed to align all the 
moments and therefore the susceptibility, 
although positive, is very small. 10-3-10-6

When a paramagnetic material is placed near

Paramagnetism (顺磁性)

M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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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a paramagnetic material is placed near 
a magnet, it will be attracted to the region of 
greater magnetic field, like a ferromagnetic 
material.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attraction 
is weak.

 It is exhibited by materials containing 
transition elements, rare earth elements and 
actinide elements. Liquid oxygen and 
aluminum are paramagnetic materials.

M is proportional to the 
applied field H
 = Lim H → 0 M / H

CURIE’S LAW
=C/T

1/=T/C
 1/

Paramagnetism (顺磁性): Curie’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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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 T

Pierre Curie

 Normal paramagnetic 
substances obey the Curie Law 

 Examples : Aluminum, platinum, 
manganese, chromium 

T in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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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磁性也可以分为三类：

 郎之万（Langevin）顺磁性 包括O2和N2、三价Pt和Pd、
稀土元素，许多金属盐以及居里温度以上的铁磁性和亚铁

磁性物质。原子磁矩可自由地进行热振动，值与温度有

关，服从居里（Curie）定律：=C/T

Paramagnetism (顺磁性)

磁性材料：原理、工艺与应用 13

或居里-外斯（Curie-Weiss）定律：=C/(T+)                
C—居里常数(K), T—绝对温度(K), —外斯常数(K)

 泡利（Pauli）顺磁性 典型代表物为碱金属，它们的磁化

率相对较前一种为低，并且其值几乎不随温度变化。

 超顺磁性 在常态下为铁磁性的物质，当尺寸很小时表现

为超顺磁性。粒子的自发极化本身作热运动，产生郎之万

磁性行为，初始磁化率随温度降低而升高。

强磁性(Magnetic ordering materials)

 强磁性（磁有序）物质中，原子间的交换作用使得原子磁
矩保持有秩序地排列，即产生所谓自发磁化
（Spontaneous magnetization）。

 Magnetic domain:：原子磁矩方向排列规律一致的自发磁
化区域叫做磁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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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饱和磁化强度Ms。

 强磁性物质的磁化率χ值是很大的正值，并且易于在外磁场

作用下达到饱和磁化。强磁性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铁
磁性、亚铁磁性、反铁磁性。

铁磁 亚铁磁 反铁磁

Exchange interaction（交换作用）

J2J2E

Exchange interactio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henomenon of magnetic moment 
ordering. Its physical origin is quantum-mechanical. The exchange interaction 
reduces the energy associated with parallel alignment of spin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 external field. This results in a net magnetic moment. In 1928, 
Heisenberg [2] showed that exchange energy (Eex) can be represen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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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the angle between spins           and Jex is the exchange integral. 
For Jex>0, ferromagnetic order results in an energy minimum; 
For Jex < 0, an antiferromagnetic alignment is favoured. 
When considering a solid, it is then necessary to sum the exchange over all 
the electrons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this energy, so that:

cosssJ2ssJ2E 21ex21exex 

21 s,s

 
i

21
j

ijex ssJ2E

Exchange interaction

对于磁性物质，由于近邻原子共用电子（交换电子）所引起的

磁矩之间的交换作用所产生能量，称作交换能（Jex），因其以积分

形式出现 也称交换积分 它取决于近邻原子未填满的电子壳层相

cosssJ2ssJ2E 21ex21ex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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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出现，也称交换积分。它取决于近邻原子未填满的电子壳层相

互靠近的程度，并决定了原子磁矩的排列方式和物质的基本磁性。

1）Jex>0，交换作用使得相邻原子磁矩平行排列，产生铁磁性

（Ferromagnetism）。

2）Jex<0，交换作用使得相邻原子磁矩反平行排列，产生反铁磁性

（Antiferromagnetism）。

3）原子间距离足够大时，Jex值很小时，交换作用不足于克服热运

动的干扰，原子磁矩随机取向排列，产生顺磁性（Paramagnetism）

 原子间距离太远，表现孤立原子特性，
a.b原子核外电子因库仑相互作用相互
排斥，在原子中间电子密度减少；→
Paramagnetism

 原子间距离适当时，a原子核将吸引b
原子的外围电子 b原子核将吸引b原

强磁性的起源----直接交换作用

a b

(1)

(2)

rab

b(2)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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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的外围电子，b原子核将吸引b原
子的外围电子。原子间电子密度增加。
电子间产生交换作用，或者说a、b原
子的电子进行交换是等同的，自旋平
行时能量 小。→ Ferromagnetism
（铁磁耦合）

 原子间距离再近，这种交换作用使自
旋反平行，a、b原子的电子共用一个
电子轨道。→ Antiferromagnetism（反
铁磁耦合）

a b

a b

a b

 因此，交换积分与原子

间距有关。

 奈耳总结了不同3d和4f
以及4f等元素及合金的

Exchang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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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积分J与(a-2r)的关

系。给出的J>0和J<0的
情况相对应的元素和合

金与实际情况一致。

晶格常数：Fe: 2.8662;  Co: a-2.507, c-4.069;   Ni: 3.5238

离子半径：Fe2+ 0.75; Fe3+ 0.60; Co2+ 0.72; Ni2+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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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氧体材料具有亚铁磁性（Ferrimagnetism）,  其中金属离

子具有几种不同的亚点阵晶格，因相邻的亚点阵晶格相距太
远，因此在其格点的金属离子之间不能直接发生交换作用，
但可以通过位于它们之间的氧原子间接发生交换作用，或称
超交换作用（Superexchange）。

Superexchange interaction 超交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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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g
反铁磁性（Antiferromagnetism）材料中也存在超交换作用。

Pz轨道 dz2轨道

Ni2+ Ni2+
O2-

反铁磁性NiO中的超交换作用

 1934年克喇末提出超交换模型耒解释反铁磁性自发磁化。

 MnO的反铁磁性：Mn离子中间有O 2-离子，离子间距大，直接交换作用
非常弱。但Mn离子之间通过O2-产生超交换作用。

 机理：O2-离子1s22s22p6，p-轨道向近邻的Mn离子M1和M2伸展，一个p-

可以转移到M1的Mn离子3d轨道，由于Mn2+已有五个半满电子，按照洪
德法则，氧的p-电子自旋只能与Mn2+的五个电子自旋反平行。同时p–轨

超交换相互作用(间接交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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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则，氧的p 电子自旋只能与Mn 的五个电子自旋反平行。同时p 轨
道上剩余的一个电子自旋必然与转移出去的电子自旋反平行。它与M2之
间的交换作用使它与另一个Mn离子M2自旋反平行，结果M1和M2反平行。

Mn2+有5个3d电子正好半满当M1-O-M2是180度，超交换作用最强。随角度变小超交
换减弱，当90度夹角时，相互作用倾向变为正值。

P-

P+

Mn1
2+ Mn2

2+O2-

激发 交换

RKKY模型适合用于稀土金属（ 4fn5p65d16s2 ）的情况，
其基本特点是，4f电子是局域的，6s电子是游动的，f电子与
s电子发生交换作用，使s电子极化，这个极化了的s电子的
自旋对f电子自旋取向有影响，结果形成以游动的s电子为媒
介，使磁性原子(或离子)中局域的4f电子自旋与其近邻磁性

RKKY交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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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使磁性原子(或离子)中局域的4f电子自旋与其近邻磁性
原子的4f电子自旋产生交换作用，这是一种间接交换作用。
若以si和sj表示两近邻磁性离子中4f局域电子自旋，交换作用
可写为

2112 )(2


 SSRJ

R12为离子间距离，J(R12)为交换积分

 以氧原子为中介，两个不同价态过渡族离子间的交换相互作用。

 例：LaCaMnO3中Mn离子有二个价态Mn3+和Mn4+。与超交换作用
不同，氧原子的一个p电子进入Mn4+中，该Mn4+离子变为Mn3+,而
氧原子另外一边的Mn3+离子中的一个电子交换到氧原子的p轨道，
Mn3+离子变为Mn4+。由于Mn4+离子中的电子是未半满(n<5),跳入
到Mn4+的电子自旋与Mn4+离子的电子自旋平行耦合 而从Mn3+

双交换相互作用

磁性材料：原理、工艺与应用 22

到Mn4+的电子自旋与Mn4+离子的电子自旋平行耦合。而从Mn3+

跳入氧原子p轨道电子自旋与跳到Mn4+离子的电子自旋方向必然
是相同的。因此使Mn3+离子与Mn4+离子间呈铁磁性耦合。

Mn3+ O2- Mn4+

2p

O- Mn4+

→Mn3+



2p



Mn3+ 

→Mn4+

O2- Mn3+

2p

 原子磁矩方向一致整齐
排列

 Materials that retain a 
magnetization in zero 
fi ld

Ferromagnetism（铁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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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Quantum mechanical 

exchange interactions 
favour parallel alignment 
of moments

 Examples: iron, cobalt, 
Nickel

 Thermal energy can be used to 
overcome exchange interactions

 The internal exchange interaction 
tries to keep the magnetic moments 
aligned, but this orientation can be 
destroyed by increasing temperature. 
Wh ffi i tl hi h

Ferromagnetism（铁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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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sufficiently high 
temperature is reached the thermal 
energy overcomes the exchange 
energy and the material undergoes 
an ordered ferromagnetic phase to a 
disordered paramagnetic phase. The 
temperature is known as the Curie 
temperature (居里温度) TC.

 Curie temp is a measure of 
exchange interaction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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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decreases rapidly with H

 Beyond the Curie temperature it 
behaves like a paramagnetic 
substance

Curie Temperature TC

Ferromagnetism（铁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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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es like a paramagnet
M decreases rapidly with H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M
, 

a.
u.

T, oC

 Mn
53.3

Al
45
C

1.7

 Mn
52.3

Al
45
C

1.7
Pr

1

 Mn
52.3

Al
45
C

1.7
Dy

1

TC

 The Curie law states that the susceptibility of a paramagnet is 
proportional to the reciprocal of the temperature T, i.e.

Ferromagnetism: Curie temperature
（居里温度），TC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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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C is constant. To include those materials which undergo 
an order-disorder transition to ferromagnetism or 
ferrimagnetism at Tc, the above relationship becomes

called Curie -Weiss law, which is a generalisation of the Curie 
law.

 

C

T Tc

Antiferromagnetism（反铁磁性）

 Exchange interactions favour 
antiparallel alignment of atomic 
magnetic moments

 Materials are magnetically ordered 
but have zero rem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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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have zero remnant 
magnetization and very low 

 Many metal oxides are 
antiferromagnetic

 在外磁场作用下仍具有相当于强
顺磁性物质的磁化率（χ为10-3-10-

6），所以这类磁性为弱磁性。

 Thermal energy can be used to 
overcome exchange interactions; 
like paramagnets above a critical 
temperature TN called Neél 
temperature (奈耳温度). 

Antiferromagnetism（反铁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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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ow TN  is small  & T-
dependence is different from 
paramagnets. 

 随着温度升高，磁矩完全抵消的
有序排列受到越来越大的破环，
磁化率χ值也随之上升。当温度
上升到TN时， χ值达到最大；超
过TN，有序排列完全破环，而转
化为顺磁性。

 根据原子磁矩排列方式的不同，分为：
1）正常反铁磁性 原子磁矩排列为互相平
行而大小和数量相等的两组。MnO、NiO及
FeS等化合物
2）螺旋磁性 在晶体的一个平面内，原子

Antiferromagnetism（反铁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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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矩的排列方向一致，而在相邻的另一平面
内，原子磁矩较前一个平面内的原子磁矩一
致性地旋转了一定的角度，形成螺旋式的旋
转。重稀土金属Tb、Dy、Ho、Er、Tm等具
有这种磁性。
3）自旋密度波 原子磁矩密度（自旋密度）
本身具有正旋波调制结构。在Cr及其合金中
存在这种结构。

Ferrimagnetism（亚铁磁性）
 Antiferromagnetic exchange interactions

 Different sized moments on each 
sublattice result in net magnetization

 原子占据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亚点阵。同
一种亚点阵上的原子磁矩平行排列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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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亚点阵上的原子磁矩平行排列，但
不同亚点阵间原子磁矩的反平行排列。
原子磁矩相加的结果表现为不等于零的
自发磁化强度MS。

 由于每种亚点阵的磁化强度随温度变化
的规律不同，因而总的磁化强度随温度
的变化曲线具有不同于铁磁性的各种特
殊形状，可以分为Q型、P型、R型和N
型。T

Tc

R型

P型

N型

TCO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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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ferromagnets, but the 
effect tends to be smaller. 

 The 1/ curve is very 
close to zero below a 

Ferrimagnetism（亚铁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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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temperature, also 
called Neél temperature. 

 Examples : magnetite 
(Fe3O4), maghemite 
(Fe2O3), and spinel 
ferrites

B
FERROmagnetic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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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ARAmagnetic

DIAmagnetic

FERRImagnetic

ANTIFERROmagnetic

Magnetization Curves (磁化曲线)

抗磁 顺磁 铁磁 亚铁磁 反铁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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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agnetic FERROmagnetic

FERRImagnetic

PARAmagnetic

ANTIFERROmagnetic

磁化率与磁行为类型

磁性种类 典型的χ值 χ随温度的变化 χ随场强的变化

抗磁性 -1×10-6 无变化 无关

顺磁性 10-4~10-5 减小 无关

铁磁性 2 6 减小 无关

Comparison 磁化率与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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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磁性 102~106 减小 无关

反铁磁性 0~10-2 增加 有关

PARAmagnetic
  >  0,  r >  1

DIAmagnetic
  < 0  , r < 1

 r =  0

(superconductors)

(r -1)= → r =+1

FERROmagnetic
  >  0,  r >>  1

Magnetism

ROOM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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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sm of Minerals
Mineral Composition Magnetic Order Tc(C) s (Am2/kg)

Oxides

Magnetite Fe3O4 ferrimagnetic 575-585 90-92
Hematite Fe2O3 canted AFM 675 0.4
Maghemite Fe2O3 ferrimagnetic ~600 ~80
Jacobsite MnFe2O4 ferrimagnetic 300 77
Trevorite NiFe2O4 ferrimagnetic 585 51

磁性材料：原理、工艺与应用 36

Magnesioferrite MgFe2O4 ferrimagnetic 440 21

Oxyhydroxides

Goethite FeOOH AFM, weak FM ~120 <1

Lepidocrocite FeOOH AFM(?) -196

Feroxyhyte FeOOH ferrimagnetic ~180 <10

Metals & Alloys

Iron Fe FM 770

Nickel Ni FM 358 55
Cobalt Co FM 1131 161
Awaruite Ni3Fe FM 620 120
Wairauite CoFe FM 986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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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过渡金属有5个元素Cr、Mn、Fe、Co、Ni和大多数4f
镧系元素呈现出铁磁性或者反铁磁性。Fe、Co、Ni是铁
磁体。α-Fe是本此次bcc结构，自旋指向 [100]方向；金属
镍是fcc结构，自旋指向 [111]方向；而金属钴是hcp结构，
自旋取向平行于c轴。由此可见，铁磁性并不要求特定的
晶体结构

Magnetism：Transition Me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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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结构。

60°

α -Fe Tc=1043K Ni  Tc=631K Co  Tc=1404K

体心立方α-Fe、面心立方Ni和六方密堆Co中的铁磁性有序

 3个铁磁元素都位于周期系第一过渡系列，电子构型分

别为：Fe d6s2; Co d7s2; Ni d8s2

 在自由态，这些原子的4s轨道是填满电子的。但能带

理论计算表明，在铁磁态，4s能带并不是全满，而是

部分 带 的未 电 数

Magnetism：Transition Me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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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迁入d带。于是，Fe、Co、Ni的未成对电子数依

次为2.2、1.7、0.6。饱和磁化率值与未成对电子成正

比例，每个铁原子的净磁矩为2.2BM。

 铬和锰在低温下（TN：95K（Mn）; 313K (Cr)）是反

铁磁体。Mn具有复杂的结构，Cr类似于α-Fe具有bcc
结构。

大多数镧系元素在低温下呈反铁磁性。重镧系元素在不同温度下会

形成铁磁性和反铁磁性结构。和过渡金属相比，镧系元素具有许多特异
的磁学性质，主要有几下几点：

（1）镧系元素有7个4f轨道，可容纳未成对的电子数高达7个。而d区
元素最多能容纳5个成单电子。因此，镧系元素是周期表中顺磁磁化率最
大的一族元素。

（2）镧系元素的4f轨道中的电子受其外层5s25p6电子所屏蔽，受外场

Magnetism：Lanthan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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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镧系元素的4f轨道中的电子受其外层5s25p6电子所屏蔽，受外场

的影响较小。电子对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较小，主要通过导电电子的间接
交换作用。而d区过渡金属的d电子受外场的影响较大，电子对之间的相
互作用表现为直接交换作用。

（3）镧系元素有很高的饱和磁化强度、磁致伸缩系数、磁光旋转能
力以及磁各向异性等常数。例如，Dy的饱和磁化强度（3000高斯）是铁
（1720高斯）的1.5倍。

（4）镧系元素的缺点是居里温度低，高的才290K，最低的则只有20K，
而铁、钴、镍则分别达到1043、1403和631K。

铁、钴、镍合金是一类重要的合金磁性材料。

 铁镍合金 具有高导磁率和低矫顽力，具有一定强度且不易氧化，亦易
于加工，被广泛用于制作磁性元件。低镍合金和α-Fe一样是bcc结构。含
30~100%镍的合金是工业上重要的合金，它们与镍一样是fcc结构。

 铁铬合金 一种高强度的抗蚀材料，可用作永磁体。合金的磁化强度几
乎与铬含量成反比，当铬含量超过80%时，合金则呈无磁状态。在此合金

Magnetism：All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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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与铬含量成反比，当铬含量超过 %时，合金则呈无磁状态 在此合金
体系中，骤冷可以防止σ相产生，并得到连续的bcc固溶体。

 铁钴合金 铁和钴两元素直到含钴75%为止，可以形成连续bcc固溶体。
它们主要应用于生产高磁能积永磁体。

 铁铝合金 bcc结构。在Fe3Al中，Al原子占据交替的体心位置；而在
FeAl中，Al原子占据全部的的体心位置。Fe在Fe3Al中可占据2种位置：
FeⅠ和FeⅡ都在体心位置，但前者周围是其他的铁原子，后者周围是铝原
子。Al原子有负的磁矩，FeⅠ的磁矩为2.1μB，FeⅡ的磁矩为1.5μB。

 其它合金 Fe-Si、Ni-Co、Ni-Cu以及Mn与许多金属能形成磁性合金。

稀土族中14个元素大多具有彼此密切的晶体结构，其特性

也极相近，能与相当其它金属形成合金。应当说在它们之

间发现新的磁性合金大有余地。

永磁材料SmCo。SmCo 、SmCo 、Sm Co

Magnetism：All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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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SmCo。SmCo5、SmCo7、Sm2Co17

 NdFeB。其组成可表示为NdxByFe100-x-y(x=8-30 at.%，

y=2-28 at.%)。此种材料的磁性能相当好，其磁通密度几乎

随外加磁场强度成线性变换关系。另一重要原因是商业上

的利益性，它实现了磁铁材料不用高价钴原料的愿望以及

稀土资源中钕较为丰富的状况。

铁氧体材料是以氧化铁为主要成分的磁性氧化物。从结构来分类，主
要有尖晶石铁氧体、六方铁氧体和稀土石榴石铁氧体。

1．尖晶石铁氧体

 尖晶石结构铁氧体的通式为M2+O·Fe2
3+O3，其中M2+为二价金属离子，

如Fe2+、Ni2+、Cu2+、Zn2+、Mn2+、Co2+、Mg2+等。在整个尖晶石结构

中 有2种位置适合阳离子占据 氧负离子四面体配位体 每个晶胞

Magnetism：Ferrites (铁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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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2种位置适合阳离子占据：氧负离子四面体配位体，每个晶胞

中有64个，其中只有8个位置上有阳离子；氧负离子八面体配位体，

每个晶胞中有32个，其中仅有16个位置上有阳离子。

 简单的铁氧体是赤铁矿Fe3O4，其净磁矩等于二价铁离子的磁矩。磁

赤铁矿γFe3O4也具有尖晶石结构，但是没有二价离子，由二价离子空

出的八面体位置有2/3被三价铁占据，其余1/3位置仍空着。

 其他具有尖晶石结构的简单铁氧体还有锰铁氧体、钴铁氧体、镍铁氧

体、铜铁氧体、镁铁氧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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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种铁氧体复合时，可以得到优
异磁性能的复合铁氧体，它可以看
作是一种铁氧体溶于另一种铁氧体
的固溶体。

复合锌铁氧体M1-xZnx Fe2O4 (M为
二价离子) 例如镍锌铁氧体Zn

Magnetism：Ferrites

磁性材料：原理、工艺与应用 43

y

x

Ba 位 16d位

反铁磁性和亚铁磁性尖晶石的磁结构

二价离子)，例如镍锌铁氧体Zn1-

xNix Fe2O4, 钴 锌 铁 氧 体 Zn1-

xMnxFe2O4, 锰 锌 铁 氧 体 Zn1-

xCoxFe2O4。它们一般具有高的导

磁率，高的饱和磁化强度以及高的
磁致伸缩性质。

这些铁磁体的磁结构如图示，8个
四面体位置粒子的磁自旋与16个八
面体位置离子的磁自旋反平行。

3．稀土石榴石铁氧体A3B2X3O12。

Magnetism：Ferrites
2．六方铁氧体A2+O·6B3+

2O。

 A是二价的Ba、Sr、Pb，B是三价的Al、Ga、Cr、Fe等。常见的是
钡铁氧体BaFe12O19和氧化铅铁淦氧PbO·6Fe2O3，晶体结构属于六方
晶体，具有可以和钴相比的高磁晶各向性，适于作永磁体。

磁性材料：原理、工艺与应用 44

 一般组成为 (3M2O3)
c(2Fe2O3)

a(3Fe2O3)
d，

M为稀土，立方晶体结构。每个晶胞中含
有8个M3Fe2Fe3O12分子,有160个原子。a离
子排列在bcc点阵上，c，d离子位于立方
体面上。a和d离子的总磁矩是反平行排列，
c离子的磁矩与d离子的磁矩是反平行。因
此，上式的排列为6Mc·4Fea·6Fed，净磁矩
为m=6mc-(6md-4ma)=6mc-10μB(假设每个铁
离子为-5μB的磁矩)。

c离子 a离子 d离子

石榴石结构单元（不含氧离子）

 第一过渡系列金属的性质随原子系数和d电子数具有极
大的系列变化。前过渡元素的氧化物TiO、VO、CrO是顺
磁性的。在这些氧化物中，d电子并不定域在每个二价离子，

而是非定域于整个结构部分充填的轨道上。这些非定域化
电子之间不存在相互作用，因此是顺磁性的，并且是导体；
后过渡元素氧化物 、 、 、 在高温下是顺磁

Magnetism：transition metal ox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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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过渡元素氧化物MnO、FeO、CoO、NiO在高温下是顺磁
的，在低温下呈现有序的磁结构。在这些氧化物中，f电子

定域在各自的二价离子上。这些未成对电子的定域化使得
它们具有磁性质并且实际上成为非电导体。

 氧化物MnO、FeO、CoO、NiO在低温下全是反铁磁体，
在奈尔温度TN以上变为顺磁体。它们的TN值依次为-153、-
75、-2、+250℃。所有这些化合物都具有类似的反铁磁结
构和顺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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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MnO 
consists of alternating layers 
of {111} type planes of 
oxygen and manganese ions. 

Magnetism：Other ox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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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gnetic moments of the 
manganese ions in every 
other (111) plane are 
oppositely aligned. 
Consequently, MnO is 
antiferromagnetic.

单位制

 选定长度、质量、时间、电流、热力学温度、物质的量和发光强度

等7个物理量作为基本量，分别以L、M、T、I、、N、J 来表示其

量纲。所有的量（包括基本量和导出量）形式上都可以表示为：

LMTINJ，其中，为量的数字因数，, , , , , 和称为

量纲指数，所有量纲指数=0，称为无量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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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量的数字因数κ取决于基本量的单位的选择，从实用的角度，

希望所有导出量的 =1，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单位制称为一贯单位

制，简称一贯制。

 SI单位制就是一贯制，7个基本量的单位和符号分别为：米（m）、

千克（kg）、秒（s）、安培（A）、开尔文（K）、摩尔（mol）

和坎德拉（cd）。平面角的单位弧度（符号为：rad）和立体角的单

位球面度（符号为：sr）两个SI单位称为“辅助单位” 。

电磁学单位制

电磁学单位制有以下几种：

 CGSE制

 CGSM制

磁性材料：原理、工艺与应用 48

 高斯单位制

 MKSA 有理单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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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学单位制
CGSE制
 又称绝对静电单位制（esu）。基本量是长度、质量和时

间，基本单位是厘米、克 、秒 。首先选定库仑定律，
分别确定电场强度E，电势U ，极化强度P ，电位移D和
电流强度I等电学量的 CGSE 单位。然后利用安培环路定
理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公式 确定磁感应强度B和

磁性材料：原理、工艺与应用 49

理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公式 ，确定磁感应强度B和
磁场强度H等磁学量的CGSE单位。

CGSM制
 又称绝对电磁单位制（emu） 。 基本量和基本 单 位与

CGSE制相同（故统称CGS制） 。但它首先选定安培定
律，确定B、m、H、D、E等电磁量的 CGSM 单位。在
CGSM制中，B和H单位相同，磁导率 μ无量纲，真空磁
导率μ0＝1，但E和D有不同量纲，在真空中 ，即真空 电
容率 ，和ε都是有量纲的。

电磁学单位制
高斯单位制

 又称混合单位制。基本 量和基本单位与CGSE制及CGSM制相同。
其主要特点是：凡电学量如q、I、E、P、D等都采用CGSE制单位，
凡磁学量如B、M、H等都采用 CGSM 制单位；电容率ε和磁导率μ
都是无量纲的纯数。在高斯单位制 中，与点电 荷有关 的 公式都
比较简单，此外公式中较多地出现光速 c，在理论物理中使 用和运
算比较方便 这是某些理论物理书刊仍愿采用高斯单位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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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比较方便，这是某些理论物理书刊仍愿采用高斯单位制的原因。
但是一些电工、无线电常用的电学公式中却经常出现无理数4π ，使
计算较为复 杂 。

MKSA 有理单位制

 是国际单位制（SI）的电磁学部分。基本量是长度、质量、时间和
电流强度（该单位制与前三种单位制根本性区别和特点，因为制定
者认为电流强度由长度、时间和质量导出不仅非常古怪而且不能突
出其本质），基本单位是米、千克、秒和安培。在MKSA制中，E
与D量纲不同，B与H量纲不同，ε和μ都有量纲，真空电容率，真空
磁导率μ＝4π×10^7千克·米／库^2，，其中c是真空中的光速。

单位制

 Please read the appendix: 
“单位制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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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 and Conversions

磁性材料：原理、工艺与应用 52

1 Am2/Kg=1 emu/g

Units and Conversions
Symbol Definition CGS SI Conversion 

CGS to SI

 Flux Maxwell Weber (Wb) 10-8

M Magnetisation, Number of poles in a given 
cross-section

Oersted (Oe) A/m 103/4

B Flux Density or Induction B = 0H + J Maxwell / cm2 or 
Gauss (G)

Wb/m2 or Tesla (T) 10-4

H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Oersted (Oe) A/m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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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 )

0 Permeability of free space Unit 4 x 10-7 Henry / 
metre

-

J Intensity of magnetisation or magnetic 
volume per unit volume

Gauss (G) Tesla (T) 10-4

Hc Coercivity, magnetic field required to 
reduce B to zero after saturation

Oersted (Oe) A/m 103/4

iHc Intrinsic coercivity, magnetic field required 
to reduce J to zero after saturation

Oersted (Oe) A/m 103/4

(BH)max Maximum B x H product in the second 
quadrant

Mega gauss-oersted 
(MGOe)

Kilo joule / meter3

(kJ/m3)
104/4

N Demagnetisation Factor Dimensionless Dimensionless 1/4

K Anisotropy Constant Erg/cm3 MJ/m3 10-4

Data Conversion
 M-H loops produced by VSM (vibrating sample 

magnetometer), PPMS (physical properties 
measurement system), SQUID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X-axis: Oe; Y-axis: e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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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axis: Oe; Y axis: emu
 SI unit system:

X-axis: A/m; Y-axis: T
 OeA/m:     1 Oe=1000/4 A/m
 emuT:       1 emu/cm3=4/10000 T

1T=10000Oe= 107/4 A/m= 107/410-3 emu/cm3=10000/4 emu/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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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疗:应用磁场治病。根据法拉第定律，磁铁片或电磁铁等磁疗产品，
属于恒定磁场，不会产生电场。

 恒定磁场对身体组织产生影响？磁疗者声称，血液中含有铁，所以
磁疗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但是血液中的铁原子包裹在血红蛋白中，
彼此分开，磁性非常弱。而血液中其他成分（如水）具有抗磁性。
因此血液具有微弱的抗磁性，不仅不会被磁场吸引，还会被排斥。
磁疗产生的磁场难以穿透皮肤（几毫米），不可能对内脏产生影响。

磁疗真的能治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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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疗产生的磁场难以穿透皮肤（几毫米），不可能对内脏产生影响。
实验表明，1T恒定磁场对人体血液循环毫无影响。

 若磁疗对身体有良性作用，那么磁场过强，身体会产生不良反应。
临床上广泛采用的核磁共振使用的磁场强度是磁疗产品的几十倍，
却对身体无不良影响。所以在理论上，磁疗缺乏科学依据。目前也
无确凿的证据证明磁疗对疾病会有疗效。

 “磁化水”：水是抗磁性，水分子与磁铁互相排斥。一旦磁场消失，
作用也马上消失，水分子性质不会发生改变。“磁化水”和普通水
的性质不会有任何差别。宣称“磁化水”具有特殊的医疗、保健功
能，是赤裸裸的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