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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发表了三篇关于磁畴观测的论文 [2]。                                      

　　1950 年 8 月应用物理所成立。施汝为是磁学研究组

第一任组长，潘孝硕为副组长，并将原中央研究院的设

备从南京运到北京，再次将中国的磁学研究工作开展起

来。磁学研究组最早的成员除施汝为、潘孝硕两位研究

 图 1　施汝为在实验室 图 1　施汝为在实验室

第一节　发展概述

　　磁学实验室 1934 年由施汝为创建，历经近 80 年逐步

发展成中国重要的，也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磁学实验

室。而在这之前，即 1929～1946 年底，中研院物理所在

中国大陆建立了 5 个地磁观测台，在多个省份进行地磁

观测，开展了地磁理论研究；1932～1935 年，北研院物

理所在北平、华南地区也进行了地磁观测 [1]。物理所磁

学实验室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磁学实验室的建立和初期发展

　　1934 年施汝为从美国学成回国，在中研院物理所任

研究员，筹备建立中国第一个现代磁学研究实验室（图

1）。他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将磁学实验室建设得大致

就绪，并发表了几篇论文，后来这些工作因日军在上海

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迫中辍。1937 年，施汝为随中研院物

理所辗转迁至桂林等地。在各种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

　　磁学是研究磁的现象、磁的本质以及磁同其他物性关系和规律的学科。人类对磁现象的观察以及对

磁石的技术应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早在春秋时期的《管子》中就有关于磁石的记载。公元前4

世纪的《鬼谷子》中亦有关于“司南”的应用。北宋沈括著的《梦溪笔谈》中准确记述了指南针的制法

和多种用法，还发现了地磁偏角现象。但磁现象作为科学研究，还应该从1600年英国科学家W.吉尔伯特

（Gilbert）发表的《论磁体》开始算起。他基于对地磁异常现象和偏角的不规则分布的大量研究，提出

了磁针指向力来源于地磁极的观点。后来由于19世纪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电磁场理论的创立，

以及对抗磁性、顺磁性、铁磁性等各种磁效应的发现，才产生了近代和现代的磁学。几百年来，基于3d

过渡元素和4f稀土元素的基础磁学和由此形成的各类磁性材料，始终是促进世界工业革命和信息化革命

的重要动力。物理所的磁学实验室就一直以此类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自己的使命。

第三章　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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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外，还有 1951 年从美国回国从事顺磁共振研究的向

仁生，他也是研究员。其他都是年轻人，有 1951 年招

考入所的张寿恭、李国栋，1952 年分配入所的孟宪振、

蒲富恪、王焕元、朱砚磬，1953 年分配入组的罗河烈。

1957 年磁学组改由潘孝硕负责。

　　1956 年，李荫远从美国回国，作为研究员加入磁学

组，并开展了铁氧体研究工作。李荫远是国际上最早利

用中子散射研究磁性的科学家之一，1950 年提出了反铁

磁性相变的近似理论。他回国后与李国栋合作，对铁氧

体进行了全面调研，合作写出“铁氧体物理学”讲义，

并于 1960 年在长春面向全国举办了学习班。1962 年《铁

氧体物理学》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发行，1978 年印行了此

书的修订本 [3]。李荫远对磁学实验室磁性理论的研究工

作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59 年，物理所迁入中关村新址后，磁学研究组扩

大为磁学研究室，由潘孝硕任研究室主任。当时国际上

对铁氧体磁性的研究正处于高峰时期，其间由于研究室

对此动向已做过充分调研并有初步工作，因此按照“任

务带学科”的思想，决定对课题重新配置。研究室下设

磁性薄膜组（组长罗河烈）、金属磁性材料组（组长张寿

恭）、矩磁铁氧体组（组长萧孚筐）、软磁铁氧体组（组长

周洋溢）、微波铁氧体和铁磁共振组（组长翟清永）、磁

性理论组（组长李荫远）和电子学组（组长姜惟诚）。几

年后因人员调迁，去苏联学习的人员 1962 年前相继回国，

矩磁铁氧体组、软磁铁氧体组、磁性理论组组长分别由

刚从苏联回国的林彰达、章综、蒲富恪等担任。李国栋

为微波铁氧体和铁磁共振组组长。因为电子学组主要工

作是配合其他组研制磁芯和磁膜的测试装置，因此撤销，

人员并入其他相应组。这次大调整后，机构设置基本稳

定保持到 1966 年。同样在“任务带学科”的指导思想下，

各研究组利用自己研制的设备，先后承担了若干项国家

和国防的科研任务。

　　1963 年，磁学研究室配备了副主任，由张玉芳担任。

同年孟宪振从苏联学成回国，建立了微波铁氧体和铁磁

共振二组并担任组长，还兼任磁学研究室副主任。他连

续 3 年协助施汝为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一批优秀大学毕

业生来研究室工作，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研究室

的业务骨干。

　　1965~1966 年，计划将磁学实验室搬迁至四川绵阳，

扩大为磁学研究所，为此开展了一系列设计和筹建工作。

但最终因“文化大革命”而未搬迁成。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研究工作连续十年

受到很大影响。即使如此，研究室还是尽量继续了原有

的研究，仍然在快速磁膜存储器、宽温叠片铁氧体存储

器、石榴石铁氧体单晶生长、掺铟铋钙钒石榴石单晶材

料、电调 YIG 单晶微波器件、微波吸收材料、微粉永磁体、

小型介质天线、用于地震预报的三分量旋进式核磁共振

磁力仪等方面做出了成绩。

二、磁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1972 年，章综任磁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西为副主任。

他们就磁学发展趋势和动态在国内各地进行了广泛调研。

章综和王金凤还参加了以卢嘉锡为团长的中科院固体物

理代表团赴美访问，了解到不少科技新动向。他们根据

调研结果和国际最新动态，相继对研究室的研究方向作

了调整，对原有的一些组完成工作后即取消了其建制。

新组建了记录磁粉组（组长罗河烈）、磁泡材料和动力学

组（组长张寿恭）、非晶态磁性组（组长詹文山），后又从

非晶态磁性组分出磁光薄膜组（组长王荫君）。另外，考

虑到核技术在磁学上的应用是磁学研究向深入发展的必

然趋势，为此先后新建了核磁共振组（组长孟庆安）、中

子散射组（组长章综）和穆斯堡尔效应组（组长陈冠冕）等。

还有磁性测量的自动化和信息处理组（组长姜惟诚）、理

论与计算机应用组（组长郝柏林、蒲富恪）。1967～1976

年，磁学研究室的人员变动很大，曾在该室工作过的人

员先后达 300 余人，包括后来转到理论物理、分子束外延、

电镜分析等其他方面的许多人员。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磁学研究室获得科学大

会奖的项目有六项，分别是潘孝硕和罗河烈等的快速磁

膜存储器，章综等的小型介质接收天线，林泉等的大功

率介质发射小天线，詹文山等的微波吸收材料，蒲富恪

和郝柏林等的介质天线单元振子的辐射理论计算，季松

泉和赖武彦等的锰 - 锌铁氧体单晶生长和磁头研究等。

其中有些还同时获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1972 年以后，在施汝为和章综等推动下，磁学研究

室先后安排王震西去法国奈尔磁学实验室、詹文山与杨

伏明去日本东京大学物性研究所的磁学实验室、张鹏翔

去德国马普学会固体物理所进修，林泉去德国卡斯鲁尔

研究中心进修中子散射研究等。1979 年以后，磁学研究

室先后以公派或争取奖学金的方式又派出了更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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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访问学者去国外进修，同时有近十个国家的磁学同

行也来磁学研究室访问。由此开始了磁学研究室与国外

同行的广泛合作与交流。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在章综、王震西、詹文

山和姜惟诚等的推动和努力下，研究室相继引进磁天平、

振动样品磁强计、核磁共振谱仪、穆斯堡尔谱仪、磁转

矩仪等先进设备。1980～1981 年还与法国奈尔实验室合

作研制了超导磁场提拉样品磁强计（CF-2 型），这是当

时中国唯一的磁场达到 8 特、低温达到 1.5K 的极端条件

磁测量设备。研究室又自行研制了射频磁控溅射设备、

脉冲强磁场磁测量系统、真空快淬设备等。这些设备使

磁学室的研究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潘孝硕和章综等还组

织室内人员联合翻译出版了《材料的磁性》[4]。

　　1978 年 10 月王震西任研究室主任。同年潘孝硕任研

究室主任，张寿恭任副主任。

　　1984 年，在物理所科研机构调整中，撤销了磁学研

究室，设立磁学学术片（第二学术片），包括 201～212 等

12 个研究组。1986～1990 年，随着研究方向的调整，磁

学学术片各研究组的编制也有所调整。

　　1984 年，由金龙焕、黄锡成、詹文山、杨伏明等翻

译的《磁性材料手册》（共三册）出版，成为国内磁学界

重要的参考书 [5]。

三、从中科院磁学开放实验室到国家重点实验室

　　经詹文山、林泉、姜惟诚等人积极推动，1987 年 8

月中科院磁学开放实验室正式成立，面向全国开放，并

对批准的课题给予适量经费支持。詹文山为磁学开放实

验室主任，副主任是姜惟诚、赵见高。学术委员会由国

内同行专家 17 人组成，章综任主任，还聘请了 6 名国际

著名同行教授为名誉学术委员。1987 年 10 月召开第一届

学术委员会会议，确立了实验室的目标，通过了实验室

管理条例、实验室研究基金申请指南。实验室的建制基

本保持了中子散射组（组长林泉）、纳米磁粉组（组长罗

河烈）、亚稳态磁性组（组长沈保根）、稀土永磁材料组

（组长杨伏明）、磁光薄膜组（组长王荫君）、超精细场研

究组（组长孟庆安）、磁测量组（组长姜惟诚）等研究组。

先后支持了磁性理论、稀土金属间化合物、磁光存储介

质、磁性超微粒子、有机铁磁体等交叉学科，特殊磁测

量设备研制等室内外的几十项开放课题，开放度达 75%。

　　1990 年 10 月，由中科院数理化学局主持召开中科院

开放实验室检查评议会，就其研究方向、选题意义、研

究成果和水平、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开放度、学术委

员会作用、管理水平等作了全面评议，对磁学开放实验

室三年来的工作评价较高，并通过了评议。同年又经国

家计委和中科院组织评审，批准筹建磁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批准世界银行贷款 91 万美元，用于引进先进磁学

研究设备。由林泉和姜惟诚负责筹建工作，林泉为磁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筹）主任，常务副主任为赵见高、姜

惟诚。后利用此项贷款引进了超导量子干涉磁化率仪

（SQUID）、转 靶 X 射 线 衍 射 仪、单 晶 生 长 炉、永 磁 回

线测量系统、薄膜测厚仪等，另外还购置了磁力显微镜

等重要装置，从而使磁学实验室研究条件大幅度提升。

1991 年林泉调国家科委工作，实验室增加杨伏明、沈保

根任副主任。1992 年詹文山兼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筹）

主任。实验室此时聘请了 20 位国内同行科学家组成学术

委员会，章综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时还聘请了 6 名国

外名誉学术委员。磁学实验室经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

两次评审，均被评为优良实验室。

　　由于研究条件的改善，磁学研究室内研究组也在原

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研究方向：磁性测量和磁性单晶

研究组（组长姜惟诚）、磁性多层膜研究组（组长赖武彦）、

磁力显微镜研究组（组长韩宝善）、磁性理论研究组（组

长沈觉涟）、磁性交叉学科研究组（组长赵见高）等。虽然

如此，实验室对外开放的课题却始终保持较高的开放度。

　　1995 年 9 月 6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受国家计委、

国家科委委托，对磁学实验室组织评估。随后，中科院

验收委员会对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筹）进行了验收评

议和现场考察。评议结果，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验

收，正式成立。

　　1998 年，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实验室领导及

研究课题再次进行较大范围调整。2000 年 9 月沈保根任

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成昭华和赵宏武为副主任。

开展了一批新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有自旋电子学、磁性

纳米结构、稀土氧化物的庞磁电阻效应、磁性材料的磁

热效应、磁性智能材料等。

四、人才培养及国际合作交流

　　磁学研究组成立不久，施汝为和潘孝硕就为青年人

系统讲授了历时两年的现代磁学课。1952 年，施汝为送

李国栋到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俄语一年，以适应

第三章　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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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向苏联学习的需要。1956 年后，施汝为又先后将蒲

富恪、张寿恭、王焕元、孟宪振等送往苏联学习进修，

后来几乎能派出的人都送出去进修过。施汝为非常注重

因材施教，譬如他并不强求热衷于理论物理的蒲富恪做

磁学实验，而是将他送到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师从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S.V. 佳布利科夫（Tyablikov）。

　　施汝为也注意培养国内其他单位的人才。从 1954 年

起，先后有东北人民大学（后称吉林大学）的陈慧男、南

京大学的翟宏如、山东大学的陈梅初等青年教师，到物

理所进修，学习磁学知识和参加研究工作。北京大学的

钟文定、戴道生也常来实验室做实验。这些人后来几乎

都在自己单位组建了磁学专业，成为各单位磁学教学和

研究的骨干，为中国大批培养磁学专业人才作出了贡献。

　　1955 年施汝为招收孟宪振为磁学专业研究生，1956

年李荫远招收郑庆祺、朱砚磬为研究生，以加速磁学研

究人员的培养。但均因 1958 年“大跃进”带来的学制变

化而被中断。

　　1958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根据“全院办学，

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施汝为兼任物理系主任，潘孝

硕兼任磁学教研室主任，向仁生调任专职教授，张寿恭

协助课程设置和专业实验室建设。李国栋、林彰达、章综、

郑庆祺、程干箴、李靖元等也都参加了教学工作。潘孝

硕编写了“铁磁学”讲义并讲课。许多毕业生后来都成

了物理所磁学研究室的骨干力量，如第一届毕业生詹文

山先后任物理所、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数理化

学局、中科院理化技术所的负责人。他所从事的磁学研

究课题多次获得国家和中科院的奖励。

　　1962 年，潘孝硕招收了磁学研究室第一个研究生

王鼎盛 [6] 从事磁性薄膜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王鼎盛一直

延续和发展着磁性薄膜的理论工作并成为中科院院士。

1963 年，磁学室又招收了第二批研究生林泉和贾惟义两

人。林泉后来从事磁学和中子散射研究，1991 年调到国

家科委（后称科技部），后任科技部秘书长。至 2010 年，

研究室共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约 250 名，

并与各高校联合培养各类研究生近百名。其中胡凤霞获

2002 年度中科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沈保根获中科院优

秀指导教师奖。曾中明、魏红祥入选中科院优秀博士论

文奖，曾中明、魏红祥、王琰、马勤礼分别获得中科院

研究生院必和 - 必拓奖。

　　关于国际交流方面，1954 年日本东京大学校长茅诚

司来物理所访问，参观了磁学实验室，这是磁学实验室

的第一次外事接待。1957 年潘孝硕应邀参加了印度科学

大会联合会第 44 届年会。1960 年 6~8 月，苏联的磁学专

家 A.G. 古列维奇就超高频铁氧体问题在物理所讲学，国

内有关单位都来人参加。1963 年，民主德国应用磁学研

究所的安德烈就磁性薄膜问题来物理所为国内同行讲学

一个月，这是磁学室当时的两次重要国外学术交流活动。

　　1978 年在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的倡导下，以章综为

负责人，物理所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科院低温

物理中心合作，通过中法合作项目在国内建设中子散射

研究基地。其中 1985 年中子三轴谱仪及中子四圆衍射仪

的研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1978 年夏，张寿恭作为中国电子学会代表团成员，

去意大利参加了第十六届国际应用磁学会议（INTER-

MAG-16）。

　　1979 年夏，张寿恭和刘英烈去美国参加第三届国际

磁泡会议（ICMB-3）。

　　1979 年，以李荫远为团长、章综参加的考察中子散

射研究的中科院代表团访问美国。

　　1982 年，潘 孝 硕 邀 请 美 国 著 名 磁 学 家 G.T. 拉 多

（Rado）来访。接着各国磁学专家纷纷来访问，如英国的

E.P. 沃尔法思（Wohlfarth），荷兰的 F.R.de 布尔（Boer）、

K.H.J. 布朔（Buschow），奥地利的 H.R. 基希迈尔（Kirch-

mayr），日本的近角聪信、武井武、安达健五等。有些人

几乎每年都要访华一次，促进了物理所研究工作的提高。

　　1983 年 9 月，协同中国稀土学会组织了第七届国际

稀土永磁会议。

　　其他院所级国际交流项目有：1984 年，以张乐潓为

团长、罗河烈参加的代表团应朝鲜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邀

请前去讲学。1987 年，以罗河烈为团长、魏玉年参加的

代表团，再次去朝鲜讲学。1985 年，赵见高与美国 D.J. 泽

尔迈尔（Sellmyer）合作申请了为期两年的中国科学院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际合作项目。1987 年王荫君与

赵见高又延续申请了合作项目。杨伏明在与荷兰王国教

育科学部科学技术合作备忘录的框架内，积极推动了物

理所与荷兰范德瓦尔斯 - 塞曼（Van der Waals-Zeeman）

研究所从 1988 年起的长期合作研究计划。

　　1988年，以磁学开放实验室为基础，联系国内同行参

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磁学会议（ICM），并以中国物理

学会的名义向会议提交了“申请在中国组织ICM-94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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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磁学会议”的报告。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

（IUPAP）磁学分会经认真讨论后，一致同意中国的申请。

后来因为其他原因ICM-94没有在中国召开，但会议的申

办成功对中国磁学界仍是一种荣誉和骄傲。

　　1988 年，实验室作为国家科委的中国 - 罗马尼亚科

技合作项目的主体，就大功率稀土永磁电机合作达成并

最终完成了协议。1991 年，以詹文山为团长，赵见高、

赖武彦、杨林源等六人组成的磁学代表团，访问了苏联

的有关磁学研究单位，使两国磁学界中断了 30 多年的学

术交往得以恢复。

　　1992 年 7 月，协 同 中 国 电 子 学 会 组 织 了 第 二 届

国际磁性材料物理讨论会（ISPMM-92）。

　　1995年8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

理论物理中心（ICTP）、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

联合支持下，实验室组织并主持了现代磁学国际暑期学校，

聘请了国内外十多位著名磁学界科学家作讲座，学员来自

11个国家，达百人以上（图2）。主要讲座内容由新加坡世

界科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Aspects of Modern Magnetism[7]。

　　1997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R.L. 穆斯堡尔应国家科技部

邀请，访问磁学室并作学术报告。

　　由于研究条件的变化，此后的国际学术交流更侧重

于研究人员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各研究组的国际合作更

加频繁和深入。

五、学会活动

　　1963 年，施汝为和山东大学的郭贻诚发起并以中国

 图 2 现代磁学国际暑期学校合影 图 2 现代磁学国际暑期学校合影

电子学会和物理学会的名义，组织了第一届全国磁学和

磁性材料会议。从此确定由多个学会定期联合召开这一

学术会议。

　　1979 年，中国电子学会应用磁学分会正式成立，推

举潘孝硕为第一届主任委员，任期直至 1984 年。1999 年，

磁学实验室协同有关学会组织了第十届全国磁学和磁性

材料会议，并编印《20 世纪中国的磁学和磁性材料》纪

念册，就 20 世纪中国磁学界的重要人员、组织、成果等

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回顾。2001 年 5 月后，由沈保根担任

第六至第八届应用磁学分会主任，秘书处设在磁学室。

　　1982 年，中国物理学会非晶态物理专业委员会正式

成立，秘书处设在磁学室。王震西为第一届委员会主任，

1994 年詹文山为第三、第四届委员会主任。非晶态物理

专业委员会协同其他学会，组织了历届全国非晶态材料

和物理学术讨论会，此讨论会连续定期召开了 20 余年。

　　1989 年，中国物理学会磁学专业委员会成立，秘书

处也设在磁学实验室。蒲富恪为第一届委员会主任，1997

年起詹文山为第二至第四届委员会主任。磁学专业委员

会组织了近 30 次各类全国磁学和磁性材料的专业会议。

第二节　金属磁性和稀土永磁

　　单晶、多晶以及非晶、准晶等亚稳态合金和金属间

化合物的结构和磁性，一直是磁学室研究的重点领域，

从 1934 年建成磁学实验室后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开始，这

方面的工作从未停止过。

第三章　磁学

第三篇.indd   71 2015/4/3   16:00:14



72

第三篇　学科发展与变迁

一、早期金属磁性研究

　　施汝为于 1934 年基本建成磁学研究实验室后，先延

续其博士论文的课题，研究镍 - 钴合金单晶体的磁各向

异性，发表了中研院物理所磁学实验室的第一篇论文 [8]，

随后他又与潘孝硕合作研究铁 - 钴、镍 - 钴合金和纯钴

多晶体的磁性 [9]。这时实验室增加了磁畴观测设备，由此，

于 1938 年前完成了一些磁畴观测工作。这些铁 - 钴系和

镍 - 钴系铁磁单晶体磁性的系统研究，在国际上均被公

认为是这方面的奠基性和开创性研究。

　　1950 年建立磁学研究组后，施汝为以国内生产铝镍

钴永磁合金的工厂所希望解决的热处理问题，作为先行

课题开展研究。那时虽忙于从南京运来的设备的安装调

试，测量仪器的成龙配套，但他仍然做出了磁学研究组

的第一篇研究论文 [10]。随着工作的进展，他又陆续自行

设计并研制成功高温电炉、低温液氮装置、比特型大电

磁体、大口径磁场热处理等设备，以及灵敏度高、稳定

性好的磁致伸缩仪、磁天平及测量磁各向异性的磁转矩

仪和带温度装置的无定向磁强计等装置，使实验室的研

究条件基本能够满足磁学研究的需要。

　　1952 年为满足国家经济建设要求，施汝为把组内人

员分成两队深入工厂。一队由他和向仁生带领王焕元和

朱砚磬到太原钢铁厂，该厂是国家为改变电工磁钢依赖

进口局面而重点建立的热轧硅钢生产基地；另一队由潘

孝硕带领张寿恭、蒲富恪和孟宪振，到哈尔滨附近生产

铝镍钴永磁钢的阿城电表厂，以求在生产第一线寻找磁

学研究课题。由此确立了硅钢片和铝镍钴永磁钢两个研

究课题。随后，以陈能宽为组长的金属组，运用优选法

做出了取向度高达 98% 以上的双取向硅钢片，达到了当

时的国际先进水平。潘孝硕和王焕元等也参加了他们的

工作。他们在从事应用研究的同时，还开展了硅钢片磁

涡流损耗机理、磁畴结构、各向异性的起因等基础研究 [11]。

硅钢片组还制定了硅钢片的工业检验标准，为太原钢铁厂

培养了一名回厂后可以做在线检验工作的技术人员。在

铝镍钴金属永磁领域，实验室还进行了不同成分、不同

热处理以及冷却取向、磁场取向等全面的研究，同时研

制出一系列各具特点的金属永磁材料。在国内首先做出

了晶粒取向度约为 95% 的铝镍钴 - Ⅴ磁钢，最高磁能积

达到国际最高水平。基础研究工作则为铝镍钴合金脱溶

硬化机理等项目 [12]。

　　在磁性理论提出“单畴粒子”概念的基础上，20 世

纪 50 年代末提出了“微粉磁铁”即所谓“伸长单畴粒子”

（ESD）项目，利用粒子的形状各向异性以获取更高的永

磁性能。“微粉磁铁”项目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 1964

年全国第一次磁学会议上发表了研究成果，研究结果和

国外相当。为探索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微粉磁铁”项目

曾先后在兰州长新电表厂和上海磁性材料厂进行试验，

获得了成功。其中“磁场取向微粉磁铁”还作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20 周年献礼项目得到上海市的嘉奖。

二、非晶态磁性金属研究

　　1975 年，根据国际新发展方向建立了以詹文山为组

长的非晶态磁性组，研究内容包括快速冷凝薄带和磁光

薄膜两类非晶态磁性材料。王震西从法国奈尔实验室进

修稀土金属间化合物研究回国后，即于 1978 年春，发起

并组织了在江苏无锡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非晶态物理讨论

会。潘孝硕和山东大学的郭贻诚为会议主席。会后，由郭

贻诚、王震西主编的《非晶态物理学》出版 [13]。相关研究

成果 [14] 获得了1987年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1994年中

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该组赵见

高、詹文山、王荫君和李国栋联合翻译的K.穆加尼、J.M.D. 

科埃等的专著《磁性玻璃》亦随即出版 [15]。由此，非晶态

磁性研究在全国许多单位开展起来，有些单位还发展成生

产非晶态和纳米晶合金的上市企业。1985年，赵见高接任

非晶态组组长，在国际上发现铝锰五次对称二十面体准晶

态结构后，根据对3d过渡金属的磁性知识，他们很快利

用快速冷凝条件获得亚稳态铝铁合金。他们和冯国光的电

子显微镜组合作，首次发现十次对称的二维准晶体结构

（图3），论文在Phys. Rev. Lett.上发表 [16]，成为物理所在此

刊物独立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引用率达200次以上。

图 3　二维准晶合金 Al-14-at%-Fe 的选区电子衍射图图 3　二维准晶合金 Al-14-at%-Fe 的选区电子衍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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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钕铁硼永磁材料的研究及产业化

　　1978 年秋，王震西和北京大学杨应昌组织了稀土磁

性讲习班，请法国奈尔实验室的主任等来华系统讲授了

稀土磁性理论和实验。国内从事磁学研究的单位都派人

参 加 学 习，对 国 内 的 稀 土 磁 性 研 究 起 了 推 动 作 用。

1980～1983 年，王震西等采用离子注入、真空溅射和快

速冷凝技术，开展稀土永磁材料的研究，获得了很好的

结果。1983 年当国际上发现新型稀土永磁材料时，他们

很快就用烧结法研制成功钕铁硼永磁合金，并立即与中

科院电子学所稀土磁钢组合作，在 1984 年 2 月试制成功

中国第一块磁能积达 38 兆高 · 奥的钕铁硼磁体 [17]。1986

年，王震西、姚宇良、王亦忠等与电子学所合作的磁能

积高达41兆高·奥的低纯度钕铁硼永磁材料研究成果获

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这一成果又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由于这一成果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当时中

科院内又正在推行一院两制，为此1984年4月中科院委任

王震西将物理所、电子学所、电工所和长春应化所有关的

科技人员联合起来，进行钕铁硼成果的产业化试验。1985

年，王震西负责组建北京三环新材料高科技公司（简称三

环公司），并与姚宇良等在宁波建立中国第一条钕铁硼工

业生产线，开始了中国最早的钕铁硼永磁材料的生产，并

成为相当规模的产业（图4）。三环公司于2000年成为上

市公司，发展成为全球前三、中国最大的稀土永磁企业。

这也成为物理所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功范例。

四、新型稀土铁基纳米晶永磁材料

　　1987 年初，沈保根与南京大学顾本喜等合作，在德

国鲁尔大学开始了钕铁硼（NdFeB）双相复合永磁材料

的研究。1988 年 8 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磁学会议上，

图 4　三环公司的钕铁硼永磁产品图 4　三环公司的钕铁硼永磁产品

他们报告了快淬 Nd2Fe14B/NdFe4B4 复合永磁材料的研究

工作。此时，他们还发表了 1988 年 4 月完成的低钕快淬

NdFeB 合金磁性的研究工作。1989 年后，沈保根等进一

步开展了快淬纳米复合永磁材料及其矫顽力机理的研究。

所谓纳米复合材料是由纳米硬磁相和纳米软磁相复合而

成，但软磁相的加入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硬磁相的

磁化行为，这一现象是传统磁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1990 年，Sm2Fe17N 稀土永磁氮化物的发现引起了国

内外的广泛关注，但这类材料在 600℃以上却发生不可逆

的分解。沈保根研究组选用与氮化学性质和原子半径相

近的碳作为间隙原子，研究间隙稀土碳化物，成功合成

出稳定的高碳高温间隙稀土 - 铁基化合物。随后，他们

系统研究了 R2(Fe, M)17Cx (R= 稀土元素；M=Ga,Al,Si) 化

合物的结构、磁性和稳定性，并于 1993 年成功制备出结

构稳定、高居里温度、强单轴各向异性的 Sm2(Fe,Ga)17Cy

永 磁 材 料 [18]。1998 年，该 组 利 用 快 淬 工 艺 制 备 出

Sm2(Fe,M)17Cy /α-Fe 纳米复合永磁材料。1999 年 9 月在

Adv. Mater. 上发表了综述论文，总结了这方面的主要研究

工作。研究成果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国家教委科

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国物理学会叶企孙物理奖。1997 年沈

保根获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

五、高温稀土永磁材料

　　利用快淬工艺制备的稀土永磁薄带一般是各向同性

的。1999 年，沈保根研究组在研究快淬工艺对钐 - 钴基

稀土永磁材料各向异性的影响时，发现钐 - 钴基永磁材

料在低淬火速率下表现出优异的磁各向异性。合成的这

类材料，其剩磁比高达 0.9， 室温磁能积可达 18 兆高 · 奥，

且不需要热处理工艺，对直接快淬带球磨处理后制备出

的黏结磁体，仍可保持各向异性，具有较高的矫顽力和

磁能积。同时还发现可以通过碳的添加来控制易磁化轴

在快淬带中的织构方向，并且碳还可起到细化晶粒进一

步提高合金硬磁性能的作用。2002 年，他们研究了稀土 -

钴基材料中 1:7 相结构向 1:5 和 2:17 相复合结构转变的规

律，发现了新的 1:7 型 PrCoCuTi 永磁体 [19]，同时也获得

了可在高温使用的高性能的钐 - 钴基纳米复合永磁材料。

2006 年，他们利用微磁学有限元法研究高温磁体的反磁

化机理，发现矫顽力在低温和高温条件下，分别由畴壁

钉扎和形核机制控制，高温磁体反常矫顽力温度关系是

由于矫顽力由畴壁钉扎机制向形核机制转变引起的，这

第三章　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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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结果破解了国内外同行在这方面的争论。

六、单轴各向异性稀土 - 过渡族金属间化合物

　　1993 年，沈保根研究组发现，在 Sm2Fe17 化合物中

用少量镓替代铁，可使 Sm2Fe17 化合物的室温磁晶各向

异性由易面转为易轴，并导致铁 - 铁交换作用的增强，

使居里温度明显提高。随后的研究还发现，镓含量较高

的 R2(Fe,Ga)17 化合物均出现室温单轴各向异性，这不

仅与铁次晶格由易面各向异性转变为单轴各向异性有

关，而且还与镓的加入而引起稀土晶位的二级晶场系数

A20 由负值变为正值有关 [20]。他们在 R2(Fe,Ga)17 化合物

中，发现了其居里温度随镓含量的增加而升高的反常现

象，证明了这与镓原子的择优占位引起的铁 - 铁原子间

键长的改变有关。还进一步系统研究了 R2(Fe,M)17(M= 

Al,Si) 化合物的晶体结构、磁矩、居里温度和磁晶各向

异性。同时，利用中子衍射他们又研究了镓、铝原子

的占位对 2:17 型稀土 - 铁化合物磁性的影响，发现镓、

铝原子的择优占位使得化合物的居里温度和磁晶各向

异性明显提高。

七、大磁致伸缩的研究

　　由于立方拉弗斯相稀土金属间化合物RFe2（R=Tb,Dy,Sm

等）具有大磁致伸缩效应，为此 1977 年郭慧群等开展了

Tb1-xDyxFe2 的大磁致伸缩的研究，所得化合物在 21 千奥

磁场下的磁致伸缩系数 λ‖为 1640，镝的添加使 λ‖容易

饱和。1991 年，章综、姜惟诚和贾克昌指导了 TbDyFe

磁致伸缩材料研究，建设了各种测量系统。郭慧群还研

究了 SmDyFeCo 材料的磁致伸缩和相关性能。虽然各国

图 5　无孪生 [111] 取向的最大磁致伸缩 TbDyFe 单晶图 5　无孪生 [111] 取向的最大磁致伸缩 TbDyFe 单晶

同行都了解 TbDyFe 最大磁致伸缩在立方结构的 [111]方

向，[111]单晶应具有最好的磁致伸缩性能，但由于严重

的包晶反应和组分过冷两大障碍，所以当时国内外只能获

得 [112]取向的织构多晶。甚至1994年国外学者曾著文综

述宣称：TbDyFe [111]单晶是不可能获得的。但在1995年，

吴光恒研究组采用富稀土助溶剂和磁悬浮深过冷两种方

法，同时解决了这两个障碍，报道了高质量、高完整性、

无孪生 [111]取向的TbDyFe单晶的成功生长 [21]，成为当时

国际上唯一能制备此单晶的实验室（图5）。他们观察到接

近理论值的最大磁致伸缩数值，并完成了其掺杂、应力效

应、交流特性等一系列研究工作。

八、磁性形状记忆合金研究

　　1996 年， 磁性智能材料霍伊斯勒（Heusler）合金型

Ni2MnGa 磁性形状记忆合金在国际上出现。吴光恒、陈

京兰等 1998 年报道了 Ni2MnGa 单晶高达 3% 的可回复磁

应变 [22]，提出的“磁场诱发应变”（magnetic-field-induced 

strain）一词及其缩写 MFIS 被国内外同行接受，并沿用

至今。王文洪研究了 Ni2MnGa 中的相变动力学和内应力

干预相变路径等问题。2003～2009 年，研究组相继开发

出 Ni2FeGa、Mn2NiGa 和 Fe2MnGa 三 种 新 的 材 料 体 系。

当时国际上五个材料体系的三个出自于该研究组的发

现；2005 年以后开始研究磁场驱动马氏体相变，获得了

Ni2MnIn 单晶 80% 的大磁电阻并在 Ni2MnSn、Ni2MnGa、

Mn2NiGa 和 Mn2NiSn 中实现磁驱相变等结果。研究组总

结出了与物质的成相失稳与结构失稳相关联的经验规律，

并提出了磁性和共价键共同影响成相和结构稳定性的看

法。据此他们发现了 Fe2CrGa 中磁性干扰原子占位的现

象，以及 Ni2FeGa 和 MnNiFeAl 中的应变玻璃行为。刘恩

克报道了 MMX 六角结构合金（如 MnNiGe）中马氏体相

变的居里温度窗口和交换作用阻断等结果。以上研究成

果均引起国际同行的注意。吴光恒自 2006 年起被邀请担

任本领域国际系列会议科学委员会成员，并在各种国际

会议上作邀请报告 16 次。

　　与磁性形状记忆合金材料研究的同时，贾克昌研发

了三个系列可测量在温度、磁场、外应力和交直流各种

物理作用下的相变、应变、超弹性、磁化行为和磁电阻

等性质的综合物性测量系统。除磁学室研究组使用外，

定型产品已在国内 12 家单位使用。张宏伟还针对永磁矫

顽力进行了微磁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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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半金属材料的研究

　　由于可能的 100% 自旋极化率，某些霍伊斯勒合金有

望成为自旋电子学器件的核心材料。自 2003 年起，吴光

恒研究组开展了半金属磁性材料的研究，并进行了大量

的计算和实验，报道了立方结构中自旋极化率的各向异

性。他们制备了高有序Co2MnSi和NiMnSb单晶的样品，

还用安德列夫反射测量了其自旋极化率；开发出抗环境干

扰能力强的铁基霍伊斯勒合金半金属。王文洪在德国马

普学会微结构物理所制备出Co2MnSi薄膜，并利用自旋分

辨的光电子谱探测了其自旋极化，证明霍伊斯勒材料的

自旋极化率主要依赖于合金的有序度。随后又同日本国立

材料科学研究所合作，用磁性隧道结方法证实了半金属材

料Co2FeAl接近100%的相干隧穿极化率 [23]。这些结果为

器件应用研究打下良好基础。2009年，王文洪和刘恩克开

始研究霍伊斯勒合金的磁结构和晶体结构相变对自旋极

化率的影响，发现了低温下晶格收缩造成的费米面拓扑结

构奇异和自旋极化率异常等现象。通过理论计算和实验验

证，还发现了一大类具有Ni2In型六角结构的高自旋极化

率半金属材料。

第三节　氧化物磁性

　　1960 年，潘孝硕、施汝为、李国栋、向仁生、孟宪

振等联合翻译了苏联科学院院士 C.B. 冯索夫斯基的《现

代磁学》[24]。随后张寿恭、李国栋等翻译了苏联科学院

的磁学专家 A.G. 古列维奇的《超高频铁氧体》《高功率

铁磁共振及铁氧体微波放大器》。1962 年，李荫远、李国

栋合著了《铁氧体物理学》。这几部在中国最早出版的磁

学专著对国内磁学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一、矩磁铁氧体研究

　　1959 年成立的矩磁铁氧体研究组，任务是研究用于

计算机存储器的磁芯记忆元件。这为中科院计算所提供

了常温下的锰镁铁氧体矩磁磁芯。同时研究它在脉冲电

流作用下的反磁化机理以及提高其开关速度的方法。该

组 1963 年在林彰达的组织下，开始研究宽温域铁氧体磁

芯的工作。锂铁氧体的居里温度很高，它的磁性参数在

居里温度以下的很大温度范围内变化很小，可以满足宽

温域要求，但其磁滞回线矩形度差，无法作为记忆元件。

为此，在锂铁氧体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组对脉冲磁场下

反磁化机理的研究结果，对材料进行了改造，掺入锰和

少量稀土镧，同时在工艺上也做相应的调整，终于使这

种锂 - 锰 - 镧矩磁铁氧体磁芯能在 -60～120℃范围内正

常工作。开关时间小于 600 纳秒，能够很好满足应用单

位的要求。该成果通过鉴定并上报国家科委。1964 年宽

温磁芯研制成果被评为国家科委重大成果，并在第四机

械工业部的十二所和 798 厂推广生产。

二、软磁铁氧体研究

　　随着国内无线电技术，尤其是通信方面的快速发展，

对软磁铁氧体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以周洋溢为组长的

铁氧体软磁研究组开展了锰锌、镍锌和高频铁氧体 Co2Z

系列的研究。1962 年，章综开始领导软磁组工作，在他

带领下考察了当时国内最大软磁铁氧体生产厂 798 厂，

并与他们合作。毛廷德等开展了高磁导率（高 μ）和高磁

导率、高品质因素（高 μQ）的锰锌铁氧体材料研究，以

及磁导率随时间变化的机理研究。章综等从事低温度系

数的镍锌铁氧体研究，以及镍铁氧体的高频磁导率研究。

研究了掺杂镧、锆等氧化物对镍锌铁氧体温度系数的影

响及其物理机制，发现掺镧的镍锌铁氧体具有最好的温

度系数。1963 年，在章综、孟宪振等指导下，詹文山在

国内最早开展了隐身材料研究——软磁铁氧体在微波吸

收材料中的应用。1966 年，李裕民、赵忠仁扩大微波吸

收材料的研究领域，并承担了国家“6405 任务”中微波

吸收材料专题的研究。他们在国内第一个用微波吸收材

料建立了微波暗室，并与北京泡沫塑料厂、一得阁墨汁

厂合作，开始微波吸收材料的研究和生产，后来还新建

了专门生产微波吸收材料的红波微波吸收材料厂。1980

年，詹文山、李裕民、潘习哲和俞伯良的 WXP-5 等七

种微波吸收材料成果获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25]。

他们在 1968 年与第七机械工业部六院六所联合举办了第

一次全国微波吸收材料学术会议，对中国国防科技的发

展发挥了作用。

三、微波铁氧体研究

　　1959 年微波铁氧体研究组成立后，筹建了多晶和

单晶微波铁氧体材料制备系统，先后制备了钇铁石榴石

（YIG）、掺杂钇铁石榴石、钇镧石榴石、钇镱石榴石、钇

钆石榴石以及铋钙钒石榴石铁氧体等样品，还建立了 3

厘米和 7.5 厘米波段的铁磁共振测量系统（可变温度范围

第三章　磁学

第三篇.indd   75 2015/4/3   16:00:16



76

第三篇　学科发展与变迁

从液氮至室温以上）。1960 年，磁学研究室邀请苏联专家

A.G. 古列维奇来物理所讲学和交流。在此基础上，李国

栋等实验研究了不同稀土离子掺杂石榴石铁氧体的磁性、

铁磁共振及相关的铁磁弛豫机理。另外，研究组又接受

了研制高功率微波铁氧体材料的任务，王立吉、乔荣文

等对此开展了全面调研和部分实验工作。翟清永、莫育

俊等同时也完成了全国测试基地交给物理所的测量微波

铁氧体张量磁导率的任务。

　　孟宪振同理论室的霍裕平合作，完成了稀土离子对

铁磁共振影响的理论研究，解释了当时国际上非常关注

的稀土离子引起钇铁石榴石铁氧体铁磁共振的诸多特异

反常现象 [26]。

　　1966 年，孟宪振等对国内外相关情况进行调研，提

出研究组要全面开展电调谐石榴石铁氧体微波单晶器件

及相关的石榴石铁氧体单晶材料的研究和研制工作。李

顺芳、贾惟义、庞玉璋等研制成功当时国际上尚无报道

的掺铟铋钙钒石榴石铁氧体单晶。与国际上已有微波器

件用的铁氧体单晶相比，在相同磁化强度 4πMs 情况下，

它具有磁晶各向异性低、铁磁共振线宽窄和较高的居里

温度等优点。该成果于 1979 年获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 [27]。

王震西、张鹏翔等研制成功微波带阻滤波器和带通滤波

器等多种电调谐石榴石铁氧体单晶微波器件，并交有关

部门在整机中试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 3 厘米波

导电调谐带通滤波器成功用于全景侦察接收机，获第四

机械工业部一等奖。他们开展的 YIG 电调滤波器的设计

理论等研究获得了一些新成果，并编写出《钇铁石榴石

谐振子电调滤波器》一书 [28]。为配合全组工作，他们还

建立了液氦至室温铁磁共振以及室温下的宽频段（0.5～

10 吉赫）铁磁共振测量装置。季松泉、赖武彦等的锰锌

铁氧体单晶生长和磁头研究获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四、氧化物庞磁电阻和相关效应研究

　　1994年，美国科学家发现稀土-锰氧化物La0.7Ca0.3MnO3

的电阻在磁场下的相对变化可以接近 100%，比任何其他

已知材料都大得多，称为庞磁电阻（CMR）效应。这一

发现引起国际科技界的极大兴趣。1995 年，孙继荣等在

国内率先开展锰氧化物稀土替代、锰元素替代以及氧含

量效应研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 CMR 体材料（多晶、单

晶）的相关效应和薄膜异质结等两个方面。

　　1996 年，饶光辉、孙继荣等通过以适量的稀土元素

钕部分取代镧，获得了当时国际上最大的低场磁电阻效

应：0.67 特时磁电阻高达 96%。这一结果分别被收入国

际上两篇综述文章。同时，针对钕掺杂导致的一系列奇

特的物理行为，如分步磁化和热历史以及磁历史记忆行

为，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体系中铁磁相、反铁

磁相共存且强烈关联的电、磁相分离模型。这一假设两

年后被国外科学家的进一步工作所证实。1999 年，美国

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利用低温透射电镜的直接观察，证

实此类锰氧化物中亚微米尺度的反铁磁绝缘体相与铁磁

金属相共存。这一类相分离行为后来成为锰氧化物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向。

　　1996 年，西班牙学者报道，以重稀土替代镧原子可

导致自旋玻璃转变。1997 年磁学室的研究发现，以适量

铁取代锰破坏稀土 - 锰氧化物的长程铁磁序，同样可以

导致自旋玻璃转变；还发现在铁磁序削弱过程中，外加

磁场可以诱导磁化强度多次跃变，表现为磁化强度随磁

场的不连续变化。伴随磁化强度跃变，电阻发生四五个

量级的变化。这一结果揭示了锰位掺杂导致的复杂磁结

构以及磁结构的磁场敏感性，也显示了和其他体系完全

不同的强烈的铁磁、反铁磁竞争。

　　氧化物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性质对氧含量极为敏感。

由于氧含量难以测量，有关的定量研究很少。2000 年，

孙继荣、沈保根等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人员合作，根据

薄膜晶格常数对含氧量敏感性的特点，采用 X 射线衍射

数据确定样品氧含量，给出稀土 - 锰氧化物薄膜磁转变

温度随氧含量变化的定量关系，发现居里温度随氧含量

的减小而线性下降，并在某一临界氧含量下消失 [29]。所

用的 X 射线衍射标定氧含量已成为有关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法。

　　具有327结构的双层稀土-锰氧化物La2-2xSr1+2xMn2O7 是

另一类重要的磁电阻材料，由于其独特的晶体结构而显

示强烈的各向异性磁电阻效应。2000～2002 年，李庆安

利用独创的八电极测量法，系统研究了 La2-xSr1+xMn2O7

的各向异性磁电阻效应，给出了铁磁和反铁磁态下双交

换电导率所满足的选择定则，得出双交换机制是主要的

导电机制，并预言沿双层结构锰氧化物单晶c-轴磁化时，

在一定的磁场强度范围内会出现铁磁-反铁磁相间的畴结

构。这一预言被实验所证实。

　　交换偏置效应在自旋电子学和磁性功能器件中具有

重要应用，以往只在磁性多层膜和磁性纳米颗粒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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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交换偏置效应。2006 年磁学实验室首次发现，在

钙钛矿过渡金属氧化物 La1-xSrxCoO3 体材料中也存在交换

偏置现象，他们还进一步研究了冷却磁场对交换偏置效

应的影响。基于本征电子相分离的物理图像，对该交换

偏置效应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提出界面效应在相分离

中起重要作用。这一工作对于认清复杂过渡金属氧化物

中相分离的微观图像提供了重要信息，引起了国际上对

单相体材料中交换偏置效应的广泛关注。

五、氧化物异质结磁、光、电效应研究

　　异质结是人工结构材料的基本单元。异质结的特点

是能带结构的失配。能带失配赋予异质结很多奇特性质，

具有丰富的物理内涵和巨大应用潜力。利用锰氧化物可

以构成全氧化物异质结。这类异质结表现出一系列有

趣性质，如磁电阻效应、磁场依赖的光伏效应等。2004

年，孙继荣与香港中文大学、中科院合肥固体所研究人

员合作，研究了稀土 - 锰氧化物与铌掺杂 SrTiO3 构成的

pn 结的磁电阻效应、光伏效应，首次发现了锰氧化物

异质结对温度、磁场强烈依赖的光伏效应。光电压随温

度降低单调增加，从室温到 7K 光电压相对变化高达约

7000% [30]。同时，0.5 特磁场可以导致光电压约 15% 的

变化。上述研究结果直接显示了磁、光、电效应的相互

关联。

　　通 过 在 La0.67Ca0.33MnO3/LaMnO3/SrTiO3:Nb 异 质 结

界面引入第三种氧化物 LaMnO3 缓冲层，2009 年物理所

研究人员首次得到了能带失配效应的直接证据。结合光

电效应和电流 - 电压特性分析，证明锰氧化物 pn 异质

结界面存在由下凹势阱和上凸势垒组成的复杂能带结构，

并给出了能带结构的定量数据。同时，还观察到明显的

反常磁场效应，磁场下电阻从下降转为大幅度上升，与

简单锰氧化物异质结完全不同。这些工作为进一步利用

能带失配进行电子、自旋注入以及有关物理过程的研究

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磁性薄膜及其他低维磁性材料

　　随着真空制膜技术的出现和提高，各类磁性薄膜先

后出现，首先是针对国际上采用磁性镍铁合金薄膜作为

存储单元，大幅度提高了电子计算机的速度，磁学实验

室根据国家需要，从学习真空技术开始，启动了磁性薄

膜研究。后来又开展了磁光薄膜、磁泡材料及其他低维

磁性材料的研究，扩大了磁学研究的空间。

一、磁性薄膜存储器研究

　　1959 年，罗河烈负责的磁性薄膜组和陈一询等负责

的电子学室的相应组，都是为完成中科院下达的国防任

务研制 109 丙机所使用的磁膜缓冲存储器而成立的。计

算机 CPU 中高速运算的指令必须通过“缓冲存储器”才

能与慢速主存储器进行数据交换。研制快速存取磁膜存

储器，取代以较慢的触发器阵列组成的“缓冲存储器”，

便成为提高中国早期计算机运算速度的关键。而单轴易向

的单畴磁性薄膜有两个稳定的剩磁状态，可用于计算机二

进制存储元件，其磁化强度反转仅在纳秒量级，比铁氧体

磁芯要快近千倍，因而可用于快速存取缓冲存储器。

　　在外加定向磁场中，真空蒸发磁晶各向异性和磁致

伸缩都接近于零的 Ni19Fe81 薄膜阵列到玻璃基底上，厚约

80 纳米、直径 2 毫米即可成为单轴易向的单畴磁性薄膜

元件。经过全组约 20 人近 5 年的努力工作，在充分研究

了制备工艺因素对磁膜性能的影响及磁膜静态和动态性

能之间的关系后，终于制备出性能完全符合要求的圆形、

矩形和双层耦合磁膜存储元件，后来将其推广到北京磁

性材料厂生产。电子学室用这些磁膜元件研制成中国独

一无二的不同容量、不同存取时间的快速磁膜缓冲存储

器。除 1966 年计算所的 109 丙机中使用了 128 字 19 位磁

膜存储器，使中国计算机速度提高一倍外，还有 1969 年

中国早期洲际导弹试验用的 320 任务计算机、1971 年第

七机械工业部的 640 机、1973 年解放军总参三部的 905 机

等国防任务，都采用了磁膜存储器。1967 年中科院华东

计算所研制的 TQ-6 型计算机和 1972 年北京大学的 150

型百万次快速运算计算机，也都因采用磁膜存储器才得

以研制成功。总参计算所（770 部队）也采用了物理所生

产的小磁膜体。朝鲜也多次向中国购买磁膜存储器。物

理所研制的磁膜存储器对中国的国防建设和提高电子计

算机的运算速度作出了贡献，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

此，快速磁膜存储器的工作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

成果奖。

二、磁泡研究

　　1967 年贝尔实验室提出磁泡存储器的方案。此后磁

泡材料、器件和物理的研究一直是国际上的热门课题。

第三章　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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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学科发展与变迁

1969 年，张寿恭等调研磁泡并开始生长正铁氧体磁泡材

料。当时，以张寿恭为组长的磁泡组将工作分为 GGG 基

片单晶生长（贾克昌等）、石榴石单晶磁泡薄膜制备（毛

廷德等）和建立磁泡测量实验室（韩宝善等）三部分，

开展工作直至 1984 年。GGG 单晶生长与晶体室张乐潓合

作，生长出可供本组制备磁泡薄膜所需的 GGG 基片。磁

泡薄膜液相外延制备，在配方、自动外延生长工艺及基

片切、磨、抛光上不断取得进展，生长出性能良好的磁

泡薄膜，促进了组内磁泡测量装置和设备的建立。1979

年“磁泡测量实验室建设”获中科院科技成果三等奖。

磁泡组刘英烈、韩宝善、于志弘、李靖元与电子工业部

第九研究所合作编著的《磁泡》一书在 1986 年出版 [31]。

1977 年，韩宝善、刘英烈开始用统计的实验方法研究硬

磁畴，即磁泡畴壁中布洛赫线（VBL）链的行为。1983 年，

日本九州大学提出布洛赫线存储器的方案，即把畴壁中

磁化矢量的微结构——布洛赫线对——作为信息的载体。

VBL 存储器密度比相应磁泡高两个量级，因而国际上又

掀起研究高潮，同时也使磁学室的硬磁畴研究获得动力。

　　VBL 链行为的研究成果有二：一是发现 VBL 链解体

的临界温度 T0 比相应居里温度 TC 要低 30～50℃ , 所以

VBL 存储器的温度稳定性实际上比磁泡差很多。此成果

是 1988 年巴黎国际磁学会议的特邀报告。二是提出石榴

石磁泡薄膜硬磁畴的新分类法（图 6），其实质是发现了

当磁泡畴壁中的 VBL 数逐步增加时，磁泡的静态特性剧

变，因此证明 VBL 存储器用条状畴壁作信息存储的设想

实际行不通。在连续多次的 VBL 国际研讨会上，此 VBL

存储机理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此项工作于

1989年和1993年两次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三等奖。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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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BL 链行为的研究总结入选 J. Magn. Magn. Mater. 第

100 纪念卷。这是唯一代表中国入选的特邀评论，总结了

1983 年 至 20 世 纪 90 年 代 初 国 际 上 VBL 存 储 器 的 研 制

工作 [32]。

三、记录磁粉研究

　　1972 年新建的以罗河烈为组长的记录磁粉组，研究

方向是研制记录磁粉和探索其应用，获得了两方面的成

果。一项成果是记录磁粉方面。1979 年研究人员到广

州磁性材料化工厂推广生产两种高档磁粉：一种是碱法

γ-Fe2O3 磁粉，矫顽力（Hc）达 400 奥，适用于制造高

档录音磁带；另一种是国内首先研制成的包钴包亚铁磁

粉，矫顽力达 600 奥，适用于录像磁带。此外，为解决

大规模生产磁粉必要的还原和氧化关键设备，物理所与

中科院化工冶金所合作，共同研制成流态化磁粉的还原

和氧化设备，使广州磁性材料化工厂成为中国唯一能生

产上述两种高档磁粉的工厂，每年出口达数百吨。为此，

魏玉年、黄锡成等研制的碱法生产 γ-Fe2O3 磁粉，罗河

烈、孙克研制的包钴包亚铁 γ-Fe2O3 磁粉以及罗河烈、

孙克的流态化还原氧化磁粉设备等三项研究成果，分别

获得 1982 年广东省科技二等奖和中科院科技二等奖 [33]。

另一成果是硬磁盘组的研制方面。1980 年，中科院组织

计算所、物理所和化学所成立硬磁盘攻关组，罗河烈和

孙克参加攻关组，罗河烈任副组长。通过使用表面活性

剂处理磁粉表面，使磁粉与黏合剂亲和良好，从而解决

了原来研制的磁盘漏码过多的关键问题。攻关组分别于

1981 年和 1983 年研制出 29

兆 和 200 兆 字 节 的 硬 磁 盘

组。这两种存储容量不同

的 硬 磁 盘 组 的 研 制 成 功，

将中国计算机外存容量提

高几十倍，促进了中国计

算 机 事 业 的 发 展。为 此，

罗河烈和孙克分别获得两

次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2 年，罗河烈和南京大

学都有为还合著了《磁记

录材料》一书。

　　1987 年成立中科院磁学开放实验室后，研究方向转

为纳米磁粉和磁性原子团的基本磁性研究。罗河烈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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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钕铁硼类永磁体的磁黏滞性和矫顽力机制，首先推

导出热涨落场与矫顽力、激活体积与矫顽力之间的磁黏

滞理论关系，并用相应实验证明磁黏滞理论能很好地解

释钕铁硼类永磁体的矫顽力机制。韩德华和王建平研究

了20～100纳米的γ-Fe2O3 磁纳米颗粒的比饱和磁化强度

随颗粒变小而线性下降的规律，并对此作了合理解释 [34]。

他们还研究了外包氧化硅的铁原子团，证明铁原子团的比

饱和磁化强度比块状铁大。蔡建旺用第一原理离散变分

原子团计算方法研究了一些材料的电子结构和局域磁性。

另外，魏玉年等还研究了铁 - 氮系统的磁性，并参与了

用中子散射研究高温超导材料等工作。

四、磁光薄膜研究

　　1972 年磁光研究隶属于非晶态合金研究组，后来独

立成组。他们从稀土 - 钴薄膜入手，结合原子配位数的

电子衍射测定，研究磁光薄膜的制备工艺、性能及结构

的规律（参见第五章“电子显微学”）。1979 年王荫君与

王忠铨、李方华等获得中科院科技成果三等奖。1990 年，

磁光薄膜组的王荫君等对锰基合金磁光薄膜性能的研究

取得进展。他们在磁光盘材料的研究中采用扩散掺杂法

制备的锰铋铝硅磁光膜材料，其磁光克尔旋转达 2.04˚（图

7），比当时国外使用的非晶态稀土 - 铁族合金膜在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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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大 5 倍以上。当时认为这种锰铋铝系列薄膜有可能

成为第二代蓝光磁光存储材料的候选物 [35]。此项成果是

物理所第一次向美日和西欧国家申请的专利。因此王荫君

1991年在大阪举行的日本振兴协会年会上，应邀作了《锰

铋铝磁光膜的性能研究》的报告，并在日本举行的国际磁

性超晶格会上应邀作了《铂钴多层膜中垂直各向异性来源》

的报告。1992年又在美国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磁光存储会上

应邀作了《掺杂锰铋铝膜的磁光性能研究》的报告。由此，

他成为第一届国际磁光存储会和第二届国际磁光存储会的

国际组委会成员。此成果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五、磁性纳米结构的可控生长与磁电特性调控研究

　　磁性纳米结构是指以纳米尺度的磁性物质为基础单

元，按照一定规律构筑的一种新的有序结构阵列。当磁

性微结构至少在一个维度上控制在纳米量级之内时，表

现出明显的表面 / 界面效应、量子效应和尺寸效应。这

些新奇的磁特性不但对传统磁学研究提出了挑战，而且

在磁性纳能源、生物医学和信息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2004 年，成昭华、何为等建成原位磁性金属超薄膜

生长 / 超高真空变温 SPM / 磁光克尔效应联合系统。研

究重点逐渐由原来纳米磁性转向磁性纳米结构的可控生

长、低维磁性调控和自旋动力学性质等方面。在国家科

技部项目、科技部重大专项、基金委重点项目、杰出青

年基金和中科院“百人计划”等项目的支持下，重点开

展磁性纳米结构的可控生长与磁电特性调控研究。

　　研究了磁性金属纳米阵列可控生长与磁性半导体

超薄膜的磁电特性调控。利用分子束外延手段，在硅

(111)–7×7 表面上生长得到了尺寸分布均匀的有序的

磁性金属量子点。通过控制生长动力学和热力学过程，

可以人工控制磁性金属量子点阵列由三角对称到形成蜂

窝结构的转变，并利用动力学蒙特卡罗模拟，系统研究了

沉积速率和衬底温度对择优占位的影响，实现磁性量子点

的可控生长。获得具有大面积原子尺度平整的MnSi超薄

膜，发现随着MnSi超薄膜厚度的减小，其导电性能逐渐

由铁磁性金属转变为铁磁性半导体，实现超薄膜维度对其

磁电特性的调控。

　　研究了准一维铁磁性纳米链与超薄膜磁各向异性的

人工调控。利用分子束外延的手段，通过对单晶硅（111）

衬底沿一定方向切割成不同宽度的台阶，并在台阶上生

长出尺寸可控的一维磁性金属铁、钴等纳米线或条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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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发现原子台阶诱导大的磁各向异性，该研究为通过

衬底修饰操纵磁各向异性提供了一个新途径，有利于提

高磁记录介质的温度稳定性 [36]。

　　在 0.1°斜切硅（111）衬底上，采用铁硅化合物作

为缓冲层制备了铁单晶薄膜。通过铁磁共振，精确确定了

整个系统的磁各向异性常数，发现由于台阶的修饰作用，

系统的面内共振场的对称性显示为一个四重和一个两重的

叠加。利用分子束外延，在硅（111）衬底上分别以垂直

入射和60°倾角入射制备10纳米厚的钴薄膜，发现倾斜

入射可使钴薄膜的磁各向异性常数提高一个数量级。

六、化学法制备单分散磁性纳米颗粒和纳米线

　　成昭华研究组利用钴的醋酸盐作为前驱体，一步合

成具有亲水性的粒径在 100～300 纳米范围内可调的单分

散钴空球和半圆球。具有空球结构的钴可望作为纳米胶

囊，应用于催化、磁分离和药物的靶向输运领域。通过

反胶束法在单分散 Fe3O4 纳米颗粒表面，包覆一层均匀的

硬质 SiO2 壳层，实现了对纳米颗粒间距的直接调控，得

到了确定无偶极相互作用颗粒体系的临界颗粒间距的函

数关系，从而促进了对超顺磁性的深入理解。

　　同时该研究组还采用交流电化学沉积的方法，首次

制备了 Fe3Pt、Co48Pt52 纳米线阵列。磁测量表明，Fe3Pt

纳米线阵列的矫顽力 Hc 随温度的升高明显降低，其原因

不仅来源于饱和磁化强度 Ms 的降低，而且热激发过程参

与的磁化机制也是很重要的诱因。他们发现矫顽力 Hc 随

纳米线直径的增大而减小，磁化反转机制则以折曲式发

生；并系统研究了磁晶各向异性和形状各向异性的竞争

对磁化反转过程的影响。

　　该研究组还利用低温强磁场穆斯堡尔谱，从微观角

度对铁纳米线阵列的形状各向异性进行了研究，发现铁

纳米线阵列的形状各向异性常数高于磁晶各向异性常数

一个数量级。引用对称扇形球链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纳

米线的磁畴结构和平行方向的矫顽力 [37]。

第五节　自旋电子学材料、物理及器件

　　电子是电荷与自旋的统一载体。具有自旋属性的电

子，在传导过程中，当材料尺度和传导电子的物理特征

长度相当时，表现出独特的物理效应。自旋电子学正是

研究在纳米尺度内自旋极化电子的输运特性及其新材料

和新器件的学科。1988 年，A. 费尔（Albert Fert）和 P. 格

林贝格（Peter Gr nberg）分别在金属纳米多层膜中发现

的巨磁电阻（GMR）效应，成为自旋电子学起步发展的

奠基性工作。两人因此获得 200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巨磁电阻效应研究

　　1986 年，物理所的庞玉璋作为访问学者，在德国格

林贝格的实验室参与了金属多层膜中铁磁和反铁磁耦合

作用的实验研究，这一研究是导致 GMR 效应被发现的

关键。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赖武彦研究组，自 1990 年开

始金属多层膜巨磁电阻效应研究，先后在铁 / 钼、铁 / 银

和镍铁 / 钼多层膜中观察到巨磁电阻长程振荡现象 [38]。

1999 年，J. Magn. Magn. Mater. 的专刊《2000 年之后的磁

学》中，发表的综述性评论列出了全世界发现具有巨磁

电阻效应的 20 多种金属多层膜，指出有三种 GMR 多层

膜结构是赖武彦研究组发现的。费尔在《磁性材料手册》

（ Handbook of Magnetic Materials）12 卷的专文中，也收

录了他们的工作。蔡建旺等 2004 年进一步在铁锰 / 铜 /

铁锰中发现了长程振荡耦合效应，该结果使长程交换作

用统一为铁磁、反铁磁这两种基本磁有序均具有的基本

特性。2005 年，蔡建旺还制备出一种全新的反铁磁钉扎

材料铬铂，比原有反铁磁钉扎材料铂锰和铱锰的最高截

止温度高出 150℃，通过界面反铁磁原子操控，使之钉扎

场大小达到钉扎材料的最好值的水平。2007 年，通过调

控界面自旋 - 轨道散射和界面各向异性，在钴铁 / 铂多

层膜体系中实现了 1200 欧 / 特的超高霍尔灵敏度；2009

年，在钴 / 铂多层膜垂直交换偏置体系中，通过界面磁

性原子调控，使垂直交换偏置场增强了 2～3 倍，相关论

文被英国刊物 J. Phys. D 选为年度亮点论文 [39]。

二、磁性隧道结材料、物理及器件研制

　　2002～2006 年，詹文山作为首席科学家，负责组织

和启动科技部 973 计划项目“自旋电子材料、物理及器

件研制”。韩秀峰研究组以探索和制备自旋电子学功能材

图 8 基于“1（晶体管）+1（纳米环型磁性隧道结）”为
基本结构单元的新型纳米环磁随机存取存储器 [40]

图 8 基于“1（晶体管）+1（纳米环型磁性隧道结）”为
基本结构单元的新型纳米环磁随机存取存储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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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为核心，结合人工材料和过渡族氧化物的自旋极化电

子输运性质研究，研制新型磁随机存取存储器（MRAM）

和磁敏传感器等原理型器件。韩秀峰采用新型纳米环状

磁性隧道结、自旋极化电流驱动（current driving）和自

旋转移力矩（spin transfer torque）效应原理，设计了一款

基于“1（晶体管）+1（纳米环型磁性隧道结）”的新型

纳米环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o-ring MRAM）。这种存

储器具有相对结构简单、成本低、无漏磁、比特层易反转、

功耗小、信噪比好、密度高、均匀一致性好等优点，具

有非常好的实用化前景（图 8）。“纳米环磁性隧道结及其

纳米环磁随机存储器的研究”成为 2007 年美国第 52 届磁

学与磁性材料年会的邀请报告 [40]。另外，韩秀峰还在双

势垒磁性隧道结中，首次观测到隧穿磁电阻随直流偏置

电压增加而振荡的量子效应。该项研究也成为 2005 年美

国物理学会年会的大会邀请报告。

三、基于自旋和量子效应的磁和半导体纳米存储与逻

辑器件的研究

　　2006～2010 年，韩秀峰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了科

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于自旋和量子效应的磁

和半导体纳米存储与逻辑器件的研究”。该项目组研究发

展出一种利用纳米尺度的自旋电子学器件有效观测自旋

翻转长度可达微米量级的新方法，发现了双势垒磁性隧

道结中的量子阱共振隧穿磁电阻效应 [41]，以及一种全新

的自旋相关库仑阻塞磁电阻（CBMR）效应，为以后研

制具有超过 1000% 的巨大室温磁电阻效应新材料体系开

拓了新的研究方向。项目组还提出三类七种以上的新型

磁随机存储器原理型器件的设计结构和工作原理，包括

第一类型磁场驱动磁矩翻转和信息写入的磁随机存取存

储器（MRAM），第二类型电流及其自旋转移力矩（STT）

驱动磁矩翻转和信息写入的 MRAM，第三类型基于自旋

轨道耦合效应的磁随机存取存储器（SOC-MRAM）。其

中有五种以上的 MRAM 设计方案已经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授权和美国专利授权。特别是在发展电流驱动型纳米环

和纳米椭圆环，以及基于自旋轨道耦合效应的磁随机存

取存储器的技术方面获得了创新性进展。

　　2010 年，詹文山和韩秀峰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上海）有限公司以及南京大学陈坤基研究组合作，启

动了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拟

以纳米环和纳米椭圆环状的 MgO(100) 势垒磁性隧道结

为存储单元，并基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的

8 英寸或 12 英寸半导体生产线技术，开展 1k、2k 和 4k 

MRAM 标准演示芯片的设计和研制。

四、新型自旋电子学材料及其基础科学问题研究

　　2007 年，由磁学室韩秀峰、沈保根、孙继荣、成昭

华、蔡建旺、孙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获得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新型自旋电子学材料及其基础科学问题研

究”创新群体项目。通过已建立的先进实验平台和实验

手段，在新型自旋电子学材料制备和探索、材料物理性

能和物理效应研究以及原理性器件的设计方面，制备出

多种高自旋极化率、高磁电阻比值和高性能的磁性隧道

结材料。他们研制出具有高灵敏度的磁敏感功能材料；

制备出正电致电阻效应和特殊功能特性的锰氧化物材料

以及具有磁电耦合效应的多铁性材料；利用纳米加工技

术，制备出 30～100 纳米尺度的多种磁性薄膜点阵列；

利用电沉积方法，制备出十多种铁磁性纳米管（线）材料。

他们还深入研究了磁性隧道结中自旋相关的磁电阻增强

及振荡效应、自旋转移力矩效应、共振隧穿和库仑阻塞

磁电阻效应、金属氧化物中的电致电阻效应、多铁性材

料 RFe2O4 (R=Lu, Yb, Er, Ho) 中的磁电耦合效应、稀土 -

过渡族化合物中的巨磁熵和磁热效应等物理效应；提出

了纳米椭圆环磁随机存储器、电致电阻存储器、忆阻器、

线性磁敏传感器、自旋纳米振荡器、自旋霍尔效应传感

器等原理性器件的设计原理及其结构组成。在项目实施

的 3 年时间里，他们除发表论文和获国内外专利外，还

参与两部学术专著 Electrodeposited Nanowires 和 Nanoscale 

Magnetic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 的撰写。

第六节　磁性材料的磁热效应

　　与普通气体制冷相比，以磁热效应为基础发展起来

的磁制冷技术，具有绿色环保、高效节能等优点。利用

磁热效应材料作为磁制冷工质，实现室温磁制冷是国际

上长期追求的目标。磁制冷技术应用的关键是获得大磁

热效应材料。沈保根研究组开展对稀土金属间化合物磁

热效应的研究始于 1998 年 5 月。该组与北京大学等单位

联合申请国家 973 计划项目“稀土功能材料的基础研究”，

沈保根为项目副首席科学家，负责“稀土-过渡族化合物

的结构、磁性和磁熵变研究”等方面的研究。2005年，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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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得到科技部的滚动支持，题目是“新型稀土磁、光功能

材料的基础科学问题”。沈保根研究组承担了其中的“稀土-

过渡族金属间化合物的室温巨磁熵变研究”子课题。该组

以探索高效磁热效应材料及阐明磁热效应机制为目标，在

前期探索的基础上，选择La(Fe, M)13(M = Si, Al)基化合物体

系、霍伊斯勒合金Ni2MnGa体系、稀土基金属间化合物等

作为研究对象，对它们的结构、磁性、磁相变、磁热效应

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磁热效应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La(Fe,Si)13 体系的磁热效应研究

　　在分析La(Fe,Si)13 化合物成相规律的基础上，研究了

LaFeSi的凝固过程，制备出低硅含量的NaZn13 型化 合 物

LaFe13-xSix (1.1 ≤ x ≤  1.6)，通过研究La(Fe,Si)13 化合物的

结构、相变、磁性和磁热效应，首次发现了低硅含量的一

级相变La(Fe,Si)13 化合物，在其相变温度附近具有巨大的

磁热效应。2000年他们首次报道了LaFe11.4Si1.6 化合物在0～

5特的磁场变化下的磁熵变可以达到19.3焦/ （千克·开），

在0～2特磁场变化下的磁熵变也达到14.3焦/ （千克·开），

居里温度为209 开 [42]（图 9）。

　　他们的研究发现，低硅含量的 La(Fe,Si)13 化合物在其

相变温度附近，显示出的大磁热效应和与之相伴的大晶

格负热膨胀密切相关，其晶胞参数在相变温度附近陡降约

0.4%，呈现典型的一级相变性质 [43]。文章发表以来，国内

外120多个实验室相继开展了La(Fe,Si)13 材料的磁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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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该篇论文被国内外引用500余次，是国际上发表的

8900多篇磁热效应论文中被引用最多的6篇文章之一。

    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引入钴或者碳、氢等间隙原子

调控交换作用，使化合物在保持大磁热效应的前提下，

其相变温度（即产生大磁熵变的温度）在室温附近到 150

开的范围内连续可调，获得的 LaFeSi 基室温大磁热效应

材料，在 0～2 特和 0～5 特磁场变化下，其室温最大磁

熵变值分别超过 12 焦 /（千克 · 开）和 20 焦 /（千克 · 开），

是传统材料稀土钆 ﹝5.0 和 9.7 焦 /（千克 · 开）﹞ 的 2

倍以上，并成功应用于磁制冷样机。

　　该组还利用中子衍射、穆斯堡尔谱、第一性原理电

子结构计算等手段，系统研究了原子占位 / 间距及局域

环境对 La(Fe,Si)13 化合物磁性、磁晶耦合效应和磁热效应

的影响，证明了低硅含量 La(Fe,Si)13 的一级相变性质，占

据不同位置的铁原子具有不同的磁矩，并且晶格和铁磁

矩之间存在强烈耦合效应；解释了相变温度以上变磁转

变的产生以及与磁热效应的关系；定量研究了间隙原子

导致的晶胞体积膨胀、压力导致的晶胞收缩所对应的磁

热效应；研究了磁性稀土原子铈、镨、钕对镧位的替代

效应，发现镨和钕稀土原子和铁原子间存在的磁相互作

用，大小与铁 - 铁相互作用相当。

　　与此同时，他们申请了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其中一

项专利指出了 Rx(Fe1-yMy)100-x 材料一级磁相变温度附近的

巨磁熵变以及相应的成分范围；另一项专利提出利用间

隙原子碳、氢、氮大幅度连续调节稀土 - 铁基化合物磁

熵变出现的温度范围，尤其在室温附近可获得高于金属

钆 2 倍以上的磁熵变。至 2010 年为止，国内外有关磁热

材料的专利中超过半数是围绕 La(Fe,Si)13 系列提出的。美

国、加拿大、日本、欧洲等相关单位已将 LaFe13-xSix 基材

料用于磁制冷样机。

二、一级相变体系磁熵变的表征方法

　　结合磁化强度数据与麦克斯韦关系，分析研究材料

的磁熵变性质是国际上通用的研究方法。麦克斯韦关系

适用于表征二级相变体系的磁熵变，它能否用于一级相

变体系，十余年来一直存在争议。该组研究了一级相变

体系磁热效应的物理本质，证明了麦克斯韦关系适用于

理想的一级相变体系，但不适用两相或多相共存的相分

离体系 [44]。在铁磁 - 顺磁两相共存的一级相变材料中，

只有磁场诱导的顺磁相的变磁转变对熵变有贡献，而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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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韦关系多计算的是铁磁分量的贡献，导致相变温度

附近出现远远高于实际熵变的峰值。他们又进一步用磁

测量和热测量手段，研究了具有不同磁有序特征的多个

一级相变体系的磁热效应，发现当样品在饱和场作用下，

处于顺磁态或者铁磁态时，麦克斯韦关系是适用的；但

在相变温度附近，在低磁场作用下的两相或者多相共存

区域，由麦克斯韦关系给出的超大磁熵变值是错误的。

他们给出了确定铁磁 - 顺磁两相共存一级相变体系磁熵

变的正确方法，证明了在 Nat. Mater.、Phys. Rev. Lett. 等

刊物上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报道的巨大熵变是错误的。

三、La(Fe,Al)13、霍伊斯勒合金等体系的磁热效应研究

　　在进行 La(Fe,Si)13 体系研究的同时，该组还研究了

La(Fe,Al)13 化合物和霍伊斯勒合金 Ni2MnGa 合金的结构、

相变、磁性和磁热效应。他们最早报道了 La(Fe,Al)13 基体

系以及 Ni2MnGa 体系中的大磁热效应，证明了 La(Fe,Al)13

化合物的室温大磁热效应来自于高饱和磁化强度在相变

温度的快速变化，Ni2MnGa 中的室温大磁热效应来源于

马氏体结构相变。2009 年 9 月，他们在 Adv. Mater. 上发

表的综述论文总结了近十年的主要工作 [45]。新型 LaFeSi

等磁热效应材料的发现及磁热机理研究获 2010 年度北京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第七节　 磁性测量及其他分析手段的建立

　　1959 年，为了配合相关研究组研制磁芯和磁膜等材

料的磁性能测试装置成立了电子学组，组长为姜惟诚。

1987 年设立中科院磁学开放实验室时，成立了磁性测量

组，组长为姜惟诚。1996 年贾克昌继任组长。研究室

的大型设备中，每台设备的使用率和完好率都很高，故

而每年都获得中科院的奖励。此后，公用仪器设备不再

由专人负责测试操作，推行经过培训后的研究人员自己

操作仪器设备进行测量。1998 年测量组不再独立设置，

2000 年改称磁学室公共测试服务，先后由吴光恒、张宏

伟和赵同云等人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一、磁学室公用仪器设备与测试服务

　　磁学开放实验室成立后，测试组开始对国内的科研

院所和企业开放磁性测量服务。1993 年 8 月，成立“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磁学基本量检

测中心”（以下简称“磁学基本量检测中心”），为社会提

供磁性测量服务。1997 年，磁学基本量检测中心的超导

量子磁强计进入北京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2009 年小角

X 射线衍射仪、超导量子磁强计和多功能物性测量系统

等三台设备进入中科院大型仪器区域中心共享网络。

　　1995年7月，磁学基本量检测中心通过国家计量认

证，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可以为社

会提供包括磁矩、居里温度、磁转矩、磁化率、剩磁、矫

顽力和最大磁能积等七个磁性基本参数的中国计量认证

（CMA）数据。此后国内研究条件普遍提高，此检测中心

已无存在必要性，自2006年9月起，为社会提供的磁性测

量服务不再以磁学基本量检测中心的名义对外行文。

二、核磁共振谱仪及有关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孟庆安为组长筹建核磁共振

研究组，引进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 SXP4-100 高功率

核磁共振谱仪。这也是中国第一台核磁共振谱仪。此谱

仪的频率范围不直接适用于磁性元素，因而该组的主要

工作是围绕其他元素开展固体物理研究。在王天眷的指

导下，该组开展了核电十六极相互作用的研究，先后研

究了固体单晶的结构与相变、准晶体、液晶的相变、玻

璃体的结构、有机高分子的内旋转运动、磁性材料的超

精细相互作用、高分子溶液及离子导体中的扩散，以及

核磁共振医学成像等，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通过

核磁共振测定的锂离子所受的核四极相互作用的强度，

不符合一直被引用的 1925 年 A.J. 布拉德利（Bradley）用

X 射线衍射法测定的硫酸锂钾的结构数据，从而重新对

其进行了准确测定，1983 年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正

确的结构数据 [46]。 

　　在对 α-LiIO3 单晶的研究中，该组发明了通过单

晶取向实现交叉极化的测量方法，修正了以前一直被认

定的苏联学者测定的四极耦合常数和偶极作用常数。从

1993 年起，该组特别注意向交叉学科发展。他们与国外

合作，开展了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人类大脑的高级神经活

动的工作。核磁共振实验室曾发展成为国内唯一用核磁

共振研究固体物理基本问题的实验室，承担过多项重要

研究项目。

三、穆斯堡尔效应谱仪及有关研究

　　1977 年，陈冠冕等开始穆斯堡尔效应的磁性研究。

第三章　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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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学科发展与变迁

1979 年 4 月穆斯堡尔效应研究组成立，组长为陈冠冕，

与核磁共振组组成一个大研究组。1979 年 4 月至 1981 年

3 月研制成功穆斯堡尔谱仪微机控制部分，由当时物理

所电子学室的高宗仁、熊秀钟和金朝鼎等协助完成。后

来又进口了一台穆斯堡尔谱仪，不仅具有透射测量功能，

还可做反射测量。1984 年，凌启芬、戴守愚、孙克、黄

锡成等与中科院高能所联合组成固体物理代表团赴罗马

尼亚访问，就穆斯堡尔效应与罗马尼亚科学院固体物理

所开展长期合作。罗马尼亚的 G. 费洛蒂（Feloti）等也曾

多次来中国工作。研究组开展的课题配合了磁学室许多

研究组的工作，如非晶态合金、准晶态合金、稀土永磁、

磁记录粉、氧化物磁性等。

　　2001 年，成昭华研究组在中科院“百人计划”、科

技部项目和德国洪堡基金等支持下，重新建立两台透射

穆斯堡尔谱仪。在物理所仪器升级改造项目的支持下，

成昭华、邸乃力、李庆安等于 2003 年 1 月建成当时国内

唯一、国际上为数不多的低温强磁场穆斯堡尔谱仪（工

作温度范围为 1.5～300K，磁场范围为 0～9 特）。主要是

从事磁性纳米结构、超大磁电阻材料、巨磁热效应材料

和稀土磁性材料的穆斯堡尔谱学的研究。

四、中子散射谱仪及有关研究

　　中子散射研究组成立于 1979 年。章综、林泉、严启

伟和张泮霖先后担任组长。在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的推

动和领导下，改组了中法合作项目，在中国原子能研究

院建设中子散射研究基地，以章综为中方负责人。先后

派出十几名科技人员到法国和美国进修，在国内举办了

多次中子散射学习班，邀请美籍华裔学者陈守信、法国

物理学家 G. 佩皮（Pépy）、B. 法尔努（Farnoux）等讲授

中子散射课程。通过 6 年的努力，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

中科院低温中心合作，在原子能研究院的 101 堆上建成

了中子三轴谱仪、中子四圆衍射仪、中子小角衍射仪和

冷中子源，为在国内开展中子散射研究工作打下物质基

础。1985 年，中子三轴谱仪和中子四圆衍射仪获得中科

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子散射研究组的林泉等在中子三轴谱仪上开展的

多种单晶的旋声性系统研究中，首次发现并非仅石英单

晶具有旋声性，锗酸铋等多种单晶也具有明显的旋声性，

这一发现推动了对旋声性的研究工作，该成果发表在

Phys. Rev. Lett. 上 [47]。严启伟、张泮霖等在此谱仪上开展

的钇钡铜氧高温氧化物超导体的中子散射结构分析研究，

揭示了它的超导电性与氧原子占位率、铜氧八面体畸变

的内在联系，以及它的超导电性的温度依赖关系的结构

机制，多篇论文发表在 Phys. Rev. B 上，这是当时国际上

发表较早的钇钡铜氧中子散射结构分析研究的系列论文。

     　2001 年以后，中子散射研究组着手调研和筹备建立

国家散裂中子源的工作，这方面工作参见第二十三章“中

国散裂中子源及其靶站谱仪”。

五、脉冲强磁场及相应永磁性研究

　　1980年稀土永磁研究组组长杨伏明从日本回国后，着

手在中国建立脉冲强磁场系统。1983年首次完成40特的

脉冲磁场磁测量系统，磁场的脉冲宽度为10毫秒，可利

用的有效空间为孔径22毫米、高120毫米。此成果获中科

院重大成果二等奖。1988年，进一步采用镍钛超导线加固

冷加工铜线绕制成的多层螺线管，获得的磁场强度达到51

特，成为中国首个脉冲强磁场系统（图10）。杨伏明在

1988年的国际强磁场学术讨论会作了邀请报告。利用该脉

冲强磁场磁测量系统，开展了稀土金属间化合物的高场磁

性，特别是稀土永磁材料的磁晶各向异性、二维电子系统

的磁声子共振等研究。杨伏明和唐宁还成功合成了以钕、

钆、钐、铒稀土为基，过渡金属以铁、钴为基，涉及钬、钇、

钛、铬、钒、钼、锰、镓、铌等元素的3:29永磁材料，深

入研究了这一物相及多种2:17和1:12型稀土金属间化合物

的结构、成相稳定性、磁性、磁晶各向异性和交换作用等

物 性，并 系 统 报 道 了 详 细 的 实 验 数 据。其 中“新 相

R3(Fe,T)29 及其间隙化合物的结构、磁性研究”获1998年

中科院自然科学三等奖。新型磁性材料探索的工作还包括

李靖元的1:12稀土磁性材料单晶的各向异性研究。

图 10 中国首个脉冲强磁场系统（磁场强度可达 51 特）图 10 中国首个脉冲强磁场系统（磁场强度可达 51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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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磁力显微镜及有关研究

　　1987 年磁力显微镜（MFM）问世。实验室由韩宝善

负责引进了美国 DI 公司的产品，并于 1996 年 9 月建成中

国首个磁力显微镜实验室。此后通过国内外合作，开展

了微小磁性图型、稀土过渡族合金和化合物、纳米晶磁

性材料、磁性多层膜、磁记录器件和材料、软磁性材料

以及其他新型磁性材料等一系列磁性材料、图型、器件

的磁畴和各种微磁结构的 MFM 实验研究，以及相应的理

论研究与计算机模拟等。

第八节　磁性理论研究及其他

　　 凝聚态理论研究中常以磁性为研究对象，如相变理

论和临界现象等，因此磁性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自

1956 年李荫远回国，他就积极推进磁性理论研究。磁学

室始终保持着关注理论研究的传统，即使在理论研究饱

受冲击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磁学室也保护着一批理

论研究人才和研究工作。后来他们都在理论工作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一、早期磁性理论研究

　　1959 年成立的磁性理论组成员分工合作，分别就铁

氧体铁磁共振、稀土金属的磁性、自旋波等多方面开展

研究，获得了不少结果。当时的论文都是发表在国内的

《物理学报》上。如蒲富恪和严启伟关于磁原胞与化学

原胞不一致的磁性晶体的磁结构讨论；沈觉涟对镧系金

属磁性相变理论的研究，论证了其二级相变中里夫施茨

（Lifshitz）条件不成立；蒲富恪和郑庆祺关于磁性物质的

自旋位形的研究等。特别是孟宪振与蒲富恪合作，完成

了“用推迟格林函数理论对铁磁共振线宽的研究”，这是

一项理论与实验都十分突出的成果 [48]，展现了他们在实

验和理论研究方面的才华。

二、理论与计算机应用研究

　　1966年以后磁性理论组解散，但蒲富恪、郝柏林等并

没有停止理论研究。他们对介质天线单元振子的辐射理论

计算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1972年磁学室成立

了理论与计算机组，郝柏林、蒲富恪任组长，于渌、李铁城、

褚克弘等加入，开始了计算物理的研究，为电子计算机和

计算机语言在物理所的普及与推广应用起了重要作用。

　　1986 年，蒲富恪、李伯臧的铁磁体磁化分布连续 -

不连续变化的微磁学理论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7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49]。在 1985 年的国际磁学

会议上还作了特邀报告。

　　蒲富恪自 1956 年去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磁

性量子理论研究后，一直专心研究磁性理论，组建了

磁学室理论组。蒲富恪 1979～2001 年任国际著名杂志

J. Magn. Magn. Mater. 的 国 际 顾 问，1987～1994 年 任 国

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IUPAP）的磁学分会委员。

1991 年，蒲富恪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l990～1994 年初，由于计算机理论工作已停止，组

名改为理论组，组长为沈觉涟。这时该组的研究方向除

磁性理论外，还涵盖量子可积系统、强关联多电子系统，

其中包括高温超导理论和巡游电子磁性理论，以及统计

物理中相变理论和“分形”理论等。磁性理论方面研究

的重要成果有：在永磁材料探索中，赖武彦与合作者从

理论上成功计算了 Rd2Fe17N3 的电子结构和磁性；刘邦贵

发展了一个非线性准二维自旋波理论，成功解释了铜氧

化物的磁性性质；孙刚与合作者开发了研究相变的数值

界面方法，成功研究了三维受抑的伊辛模型。量子可积

系统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庞根弟、蒲富恪和合作者用贝特

拟设方法，严格地求解了 2+l 维 Davey-Stewartson 模型。

1994 年，理论组由孙刚任组长。

三、交叉学科研究  

　　1970 年，磁性薄膜存储器工作基本完成，磁性薄膜研

究组转而探索新研究方向—铁磁半导体硒铬镉（CdCr2Se4）

的研究。周均铭和黄锡成以他们的半导体和化学专业基础，

在全组的配合下，建立了样品制备和光学性能测试设备，

并研制成硒铬镉单晶。

　　李德新等与中科院金属所和大庆油田合作的磁处理

技术在油田应用的研究成果，1995 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

一等奖，随后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磁处理防蜡技

术在大庆油田 9000 多口油井的应用，使单井热洗周期从

30 天延长到 150～500 天。

　　磁学开放实验室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后，委托赵见高

探索和其他学科的交叉。赵见高先后与化学所合作研究了

高分子磁性材料，与四川师范大学合作研究了无机/高分

子复合磁性材料，与北京协和医院、烟台大学合作研究了

生物磁性——大脑和石鳖中的纳米磁性粒子 [50]。孟庆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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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见高还参与编写了唐孝威主编的《脑功能成像》一书中

有关脑核磁共振成像和功能成像、脑磁场与脑磁图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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