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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本研究中，利用固態反應法與溶膠凝膠法製備零熱膨脹之PbTiO3-NiFe2O4磁電複

材並以此固定比例，再添加不同莫耳比之第三元素錳Mn於NFO中形成NFMO，以上述固

定比例與PTO複合並分別以固態反應法1096℃和溶膠凝膠法1015℃的溫度下燒結3小時

製出PTO-NFMO後，比較兩種製程對複合材料之晶格結構、熱膨脹係數、微結構、及磁

和電性質的影響。XRD結果顯示，添加Mn的磁電複材均具有鈣鈦礦和尖晶石結構，與

純PTO和純NFO相同。以固態反應法製備之磁電複材，於PTO：NFO = 1.1：1時可得零

熱膨脹，且其熱膨脹係數隨著mole% Mn添加的量增加而增大。以溶膠-凝膠法製備磁電

複材時，於PTO：NFO = 12.0：1時存在零熱膨脹，而其熱膨脹係數隨著mole% Mn添加

的量增加而略微下降。使用向量網路分析儀在頻率為7.0 GHz下測量介電常數和介電損

耗，在頻率為7.5 GHz下測量磁導率和磁導損耗。最大介電常數出現於固態反應法製備

之s-PbTiO3-Ni(Fe1.925Mn0.075)O4；而最低之介電損耗值出現於固態反應法製備之g-PbTiO3-

Ni(Fe1.955Mn0.045)O4。最大磁導率出現於固態反應法製備之s-PbTiO3-Ni(Fe1.925Mn0.075)O4；

而最低之磁損耗值出現於固態反應法製備之s-PbTiO3-Ni(Fe1.955Mn0.045)O4。 

 

一、緒論 

1995 年，比爾蓋茲(Bill Gates)於《擁

抱未來》一書中，展開他對物互相聯智慧

家居的構想，成為物聯網概念的濫觴[1]。

時隔二十多年，在物聯網迅速發展的時代，

生活物件通過射頻識別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等信息感測器與網際

網路相連，實現了智能化識別和自動管理，

拉近了人們對未來科技模擬藍圖的距離。  

磁電複材便是感測器之基礎，更是其

運行之核心，在越趨輕薄的電子元件、運

作效率也被要求越高的同時，元件因過熱

而膨脹並損壞的問題逐漸浮現，因此對於

製作出零熱膨脹之材料更是有其必要性，

不僅能大大增加其耐用性，更能減少為了

散熱而增設之空間與成本，因此此論文將

以零熱膨脹做為最主要前提之一。 

磁電材料即是同時具備了鐵磁性與

鐵電性之多鐵性材料，因此當施予一外加

電場時，鐵電材料之逆壓電效應使其產生

應變，而此應變壓迫到鐵磁材料而產生磁

致伸縮效應(magnetostrictive effect)，使得

材料因此極化產生磁性，反之亦然。此現

象稱為磁電效應 (magnetoelectric effect, 

ME)。 

截至目前為止，由於磁性與鐵電性本

質互斥，因此除較為熟知之 BiFeO3為罕見

同時具有較良好鐵磁與鐵電性外，鮮少材

料能同時兼具兩種性質，且即便如此，單

一相多鐵材料其各別之磁、電性能仍皆遠

低於複材，使得磁電材料研究發展的趨勢

便勢必向複合材料之方向進行。 

 

二、文獻回顧 

2-1 負熱膨脹性 

熱膨脹性的衡量指標主要是熱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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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𝛼，其可細分為線性熱膨脹係數和體

熱 膨 脹 係 數 。 熱 膨 脹 係 數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TEC)可定量地衡量

材料隨單位溫度的變化下，物質尺寸增減

的程度。而線性膨脹係數𝛼𝑙、與體膨脹係

數𝛼𝑣 可分別定義為[2, 3]：  

𝛼𝑙 =
1

𝐿
×
𝑑𝐿

𝑑𝑇
 

𝛼𝑣 =
1

𝑉
×
𝑑𝑉

𝑑𝑇
 

由上述公式即可得知，負膨脹材料即

是𝛼為負值之材料。 

2-2 鐵電材料 

鐵 電 材 料 中 以 鈣 鈦 礦 結 構

( perovskite-type )分子通式結構為ABX3

較被廣泛的研究與應用[4]。A、B位元均為

兩大小不同之正電性金屬元素(大多為+2

價與+4價)，X則為與兩者結合的氧之複合

氧化物所受到的關注程度最高，應用範圍

也最為廣泛。以本研究所使用的PbTiO3為

例，其Pb即為+2價正電性金屬元素，Ti為

+4價之正電性金屬元素，O3則代表X3。 

2-3 鐵磁材料 

    鐵磁材料中以尖晶石型結構分子通

式為AB2X4之NiFe2O4做為複合之材料，

NFO為一種用途很廣泛的磁性材料[5]，且

由於尖晶石構造中之A：O、B：O具有較

強鍵結之離子鍵，使其各鍵靜電強度相等、

結構牢固。因此該化合物也同時具有熔點

高、熱穩定性高等優勢。而研究顯示添加

Mn可增強鐵酸鎳之磁性與磁性較為顯著

[6]，且同時還能細化鐵酸鎳晶粒之特性，

故本實驗將採用Ni(Fe2-XMnX)O4做為鐵磁

材料。 

 

三、實驗步驟 

本論文是利用固態反應法(solid state 

method)與溶膠凝膠法(sol-gel method)製備

鈦酸鉛(PbTiO3)與鐵酸鎳(NiFe2O4)之單一

相鐵電、鐵磁材料，調整其複合比例以達

到零熱膨脹，固定此比例後，並添加第三

元素於 NiFe2O4 中以增加其性能。第三元

素部分本實驗選用錳(Mn)為添加物，藉由

添加不同比例之 Mn 於 NiFe2O4 中，再與

PbTiO3複合以形成 PbTiO3-Ni(Fe2-xMnx)O4，

其中 x = 0、0.015、0.030、0.045、0.060、

0.075，如表 3-1。 

 

3-1 固態反應法 

秤量所需之藥品，放進裝有 5 粒氧化

鋯球的 20 ml PP廣口瓶中置入球磨機中以

約 400 rpm 經 24 hr 固態反應法球磨，1 天

後取出 PP 廣口瓶，將粉末倒出並以研缽

研磨至細粉，置入高溫爐中以煆燒，自然

冷卻取出研磨至細粉即可得粉體。 

3-2 溶膠凝膠法 

秤量所需之其一藥品，在粉體中加入

適量的醋酸配製濃度為 1M 之溶液再加熱

攪拌，直至其完全溶解後，加入所需量之

另一份藥品，並繼續加熱攪拌，在加入乙

二醇靜置一小時後，即可得溶液。將欲製

成粉體的溶液置入烘箱烘乾成結晶狀，再

以研缽研磨至細粉，放入高溫爐中以煆燒，

自然冷卻後取出研磨至細粉即可得所需

之粉體。 

3-3 磁電複材製備 

無論是由固態反應法亦或溶膠凝膠

法製備而成之 PTO 與 NFO 粉體，皆使用

相同步驟製得磁電複材之塊材樣品。首先

需先配製壓錠黏著劑，取 2 克之聚乙烯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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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粉末，並加入 18 克之去離子水，將

燒杯口封住後，以 80℃加熱攪拌至完全溶

解，即可得 10 wt %之 PVA 溶液。 

(1) XRD 繞射分析儀之塊材製備 

將欲燒結之粉體與 10 wt %之 PVA以

固定之比例在研缽中混合並研磨至均勻，

取約 1 克粉體置入圓盤狀模具中，如圖 3-

8，放置油壓機中以 140 kg/cm2 的壓力壓

模 1 分鐘，即可得塊材，其尺寸為直徑 15 

mm，高約 1.5 mm，如圖 3-9(a)，此塊材經

高溫燒結過後，再經過研磨拋光便可進行

XRD 繞射分析測其晶體材料之特性與結

構。 

(2)熱機械分析儀之塊材製備 

取約 3克之粉體，倒入圓盤狀模具中，

置於油壓機中以 140 kg/cm2的壓力壓模 1

分鐘，可得直徑 15 mm，高約 3 mm 之圓

盤，如圖 3-9(b)，此塊材經高溫燒結過後，

經過研磨使其尺寸為 3 mm × 7 mm × 7 mm

的大小後，如圖 3-10，用熱機械分析儀測

試其熱膨脹係數，也可用於計算相對密度。 

(3)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之塊材製備 

 將 XRD 繞射分析儀所使用之尺寸為

直徑 15 mm、高約 1.5 mm 塊材經敲碎後，

選取具有較為平整斷裂面且三軸皆小於 3 

mm 之樣品，即可備為一掃描式電子顯微

鏡所需之塊材。 

(4)網路分析儀之塊材製備 

取 0.3 克粉體，置入柱狀模具中，如

圖 3-11，用油壓機以 140 kg/cm2的壓力壓

模 1 分鐘，可得大小 20 mm × 4 mm × 1.5 

mm 之長方體，如圖 3-12，此塊材經高溫

燒結過後可利用網路分析儀進行分析。將

上述 3種樣品放入高溫爐中，以固定時間、

溫度燒結後可得所需之磁電複材。 

 

四、結果與討論 

4-1 XRD 結構分析 

以兩種製程方式添加微量元素 Mn 

於 NiFe2O4形成 NFMO 後，以能達到零熱

膨脹之相同 mole 比例與 PTO 複合，燒結

3 小時候形成 PTO-NFMO 並進行 XRD 結

構分析。如圖 1 和圖 2 所示，兩製備方法

之磁電複材皆可觀察到具有與純 PTO 相

同之鈣鈦礦繞射峰；增加 Mn 元素之

NFMO 亦具有與純 NFO 相同之尖晶石繞

射峰。 

 

圖 1 固態反應法製備之 s-PbTiO3-Ni(Fe2-

xMnx)O4 添加不同 mole% Mn 比例之磁電

複材 XRD 繞射圖 

 

圖 2 溶膠凝膠法製備之 g-PbTiO3-Ni(Fe2-

xMnx)O4添加不同 mole% Mn 比例之磁電

複材 XRD 繞射圖 

4-2 熱性質分析 

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熱機械分析儀

來尋找塊材的零熱膨脹係數。圖 3 為固態

反應法中 PTO 與 NFO 依各不同複合比例

下與熱膨脹係數之關係圖，依照其數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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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線並計算其線性迴歸後得出固態反

應法製備之零熱膨脹磁電複材 PTO：NFO 

= 1.1：1。 

 
圖 3 固態反應法之磁電複材於不同

PbTiO3 /NiFe2O4比值下與熱膨脹係數之關

係 

圖 4為溶膠凝膠法中 PTO與 NFO依

各不同複合比例下與熱膨脹係數之關係

圖，根據此值做趨勢線並計算其線性迴歸

後得出溶膠凝膠法製備之零熱膨脹磁電

複材 PTO：NFO = 12.0：1。 

 

圖 4 溶膠凝膠法之磁電複材於不同

PbTiO3 /NiFe2O4比值下與熱膨脹係數之關

係 

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5 所示，

固態反應法製備之複材中最接近零熱膨

脹 係 數 之 值 出 現 於 s-PbTiO3-

Ni(Fe1.925Mn0.075)O4，其值為 2.57 ppm/℃ 

而溶膠凝膠法製備之複材最接近零

熱 膨 脹 係 數 之 值 出 現 於 g-PbTiO3-

Ni(Fe1.985Mn0.015)O4，其值為-0.036 ppm/℃。 

 

圖 5 磁電複材添加不同 mole% Mn 時與

熱膨脹係數之關係 

4-3 表面微結構 

將複材敲碎並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 觀察其斷裂面之微結構。利用 EDS

分析不論固態反應法與溶膠凝膠法製備

之 s-PbTiO3-NiFe2O4 磁電複材，皆可確定

其較大且具稜角之方形晶粒為NFO晶粒，

而圓球狀小晶粒即為 PTO。圖 7、圖 8 分

別為固態反應法與溶膠凝膠法所製備之

不同複合比例之塊材的放大 3000倍影像。 

 

圖 7 固態反應法製備之磁電複材 SEM 微

結構圖，放大倍率為 30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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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溶膠凝膠法製備之磁電複材 SEM 微

結構圖，放大倍率為 3000 倍 

4-5 磁電性質分析 

(1)介電性質分析 

將於共振腔中以 7.0 GHz、品質因子

Q 為 1899 之條件下，放入研磨好之複材

於共振腔內電場最強且磁場最弱處，以量

測兩製備方法中 PbTiO3-Ni(Fe2-xMnx)O4磁

電複材之複數介電常數實部ε '與複數介

電常數虛部ε''，並計算出其介電損耗。

 

圖 9 固態反應法與溶膠凝膠法製備之磁

電複材於 7.0 GHz 下介電常數比較圖 

圖 9、圖 10 分別為固態反應法製備

之 s-PbTiO3-Ni(Fe2-xMnx)O4 與溶膠凝膠法

製備之 g-PbTiO3-Ni(Fe2-xMnx)O4 磁電複材

於 7.0 GHz 下介電常數與介電損號比較圖。 

 

圖 10 固態反應法與溶膠凝膠法製備之磁

電複材於 7.0 GHz 下介電損耗比較圖 

(2)磁性質分析 

於共振腔中以 7.5 GHz、品質因子 Q

為 914 之條件下，放入研磨好之複材於共

振腔內磁場最強且電場最弱處，以量測兩

製備方法中 PbTiO3-Ni(Fe2-xMnx)O4磁電複

材之複數導磁率實部μ '與複數導磁率虛

部μ''，並計算其磁損耗。 

 

圖 11 固態反應法與溶膠凝膠法製備之磁

電複材於 7.5 GHz 下導磁率比較圖 

 

圖 12 固態反應法與溶膠凝膠法製備之磁

電複材於 7.5 GHz 下磁損耗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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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圖 12 分別為固態反應法與溶

膠凝膠法在不同頻率下的磁損率比較圖。 

 

五、結論 

1. 以固態反應法製備之 s-PbTiO3-

NiFe2O4 磁電複材，當 PbTiO3：

NiFe2O4 ＝ 1.1：1 時，及以溶膠凝膠

法製備之 g-PbTiO3-NiFe2O4磁電複材，

當 PbTiO3：NiFe2O4 ＝ 12.0：1 時，

皆可得零熱膨脹。 

2. 經由測量 XRD 可發現，固態反應法

與溶膠凝膠法所製備之磁電複材皆

可觀察到具有與純 PTO 相同之鈣鈦

礦繞射峰，而添加 Mn 元素之 NFMO

亦具有與純 NFO 相同之尖晶石繞射

峰。可得知兩種方法所製備出之複材

都有鈣鈦礦與尖晶石之結構並共存

於複材之中。 

3. 熱性質分析結果顯示，固態反應法添

加微量元素Mn後所製備出的複材之

熱膨脹係數絕對值最小值出現於 s-

PbTiO3-Ni(Fe1.925Mn0.075)O4 時，其值

為 2.57 ppm/℃；溶膠凝膠法添加微

量元素Mn後所製備出之複材熱膨脹

係數絕對值最小值則出現於 g-

PbTiO3-Ni(Fe1.985Mn0.015)O4 時，其值

僅有-0.036 ppm/℃。 

4. 利用 EDS 分析固態反應法製備之磁

電複材，可確定其較大且具稜角之方

形晶粒為 NFMO 晶粒，而圓球狀小

晶粒則為 PTO ，並在 s-PbTiO3-

Ni(Fe1.940Mn0.060)O4 時有最均勻之粒

徑；而溶膠凝膠法製備之磁電複材，

亦可測量出較大之晶粒為 NFMO，小

型則為 PTO 之化合物，並在 g-

PbTiO3-Ni(Fe1.940Mn0.060)O4 時有最均

勻之粒徑。 

5. 固態反應法製備之磁電複材 s-

PbTiO3-Ni(Fe1.925Mn0.075)O4 有最高之

介電常數，其值為 18.28；而固態反

應法製備之磁電複材 g-PbTiO3-

Ni(Fe1.955Mn0.045)O4 有最低之介電損

耗，其值為 0.001。 

6. 固態反應法製備之磁電複材 s-

PbTiO3-Ni(Fe1.925Mn0.075)O4 有最高之

導磁率 21.88；而固態反應法製備之

磁 電 複 材 g-PbTiO3-

Ni(Fe1.955Mn0.045)O4 有最低之磁損耗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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