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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作为一种强电荷-晶格-自旋耦合的材料，多铁材料蕴含丰富的物理现象，拥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单相多铁材料由于在单一体系中同时具备多种铁性有序，因此为

多铁耦合机制的探究提供良好的平台，是多铁材料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六方锰氧化

物和铁氧化物作为单相多铁材料的典型代表，因其特有的铁电性、铁磁性和耦合性

质而具有独特魅力，同时也仍蕴含着丰富的、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电子显微学方

法是一套基于透射电子显微镜发展而来的系统的研究方法，能够同时在正空间（亚

埃尺度）、倒空间和能量空间（小于 1 eV）提供材料显微结构、电子结构等方面的

关键信息，因此在如今的材料科学研究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本论文选取六方锰氧化物（h-YMnO3）、六方铁氧化物（h-(Lu0.5,Sc0.5)FeO3）

和电荷有序材料（LuFe2O4+δ）作为研究对象，充分发挥电子显微学方法独到的优

势，同时结合全面的电学、磁学表征手段以及理论计算和模拟等方式，对其中的铁

电性、（反）铁磁性、电荷有序性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从介观尺度到原子

尺度，从结构解析到性能调控，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对于 h-YMnO3 体系，

在铁电畴结构方面，介观尺度的研究揭示了 h-YMnO3 涡旋畴结构在电子束调控下

的可逆演化行为，为材料的器件化应用创造了机会；在性能调控方面，实验和理论

研究展示了不同位点氧空位对 h-YMnO3 几何铁电性和反铁磁性的调控和作用机制：

面内氧空位能够改变 Y 4d-O 2p 杂化进而调控几何铁电性；顶点氧空位能够诱导反

铁磁构型的转变，从而作为改善材料磁性质的有效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将氧

空位作为原子级多铁性调控元素的观点。对于 h-(Lu0.5,Sc0.5)FeO3 体系，研究充分

发挥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优势，在原子级别系统解析了体系的涡旋畴结构及 Sc 离

子的贡献。对于 LuFe2O4+δ体系，系统的电子显微学研究、理论计算和模拟工作展

示了通过在体系中引入空穴能够调控晶格-电荷有序性及其相互作用的自由度，进

而引发主要调制结构和二次调制结构的相互纠缠并改变调制结构序参量。以此为

基础，发展了一种新型的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结构模型。新型的调制结构模型完善

了对调制结构相位和振幅空间的表达，本质上是一种更为普适的调制结构序参量，

有助于对有序结构的精确描述和序参量之间耦合作用的理解。全文紧紧围绕晶格、

电荷和自旋在多铁性材料中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对于多铁材料多铁性机制的理

解和性能的改善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多铁性；电子显微学；六方锰氧化物；六方铁氧化物；调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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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ferroic materials have become an attractive class of strongly correlated systems 
with rich emergent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appealing potential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multiferroic materials, single-phase multiferroic materials have 
multiple ferroic orders in a single system, which makes it a great platform for exploring 
the multiferroic coupling mechanism. Among the known single-phase multiferroic 
systems, hexagonal manganites and ferrites are two representative ones that have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efforts due to their various exotic properties. Plenty of interesting 
scientific problems are embedded, which deserves continual in-depth investigations both 
experimentally and theoreticall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is a systematic 
methodology that can provide key information on both microstructure and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materials in real- (sub-angstrom scale), reciprocal- and energy (less than 1 
eV) spaces, making it an irreplaceable research method in material science. 

In the research of this dissertation, giving full play to state-of-the-art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combining it with physical property characterizations,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and simulations, hexagonal yttrium manganite (h-YMnO3), hexagonal 
lutetium ferrite (h-(Lu0.5,Sc0.5)FeO3) and a charge ordered system (LuFe2O4+δ) a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for explor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different degrees of freedom. 
Our study has certain systematic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covering from the 
mesoscopic scale to the atomic scale, from structural analysis to property improvement. 
For the h-YMnO3 system, dynamic mesoscale study reveals the reversible evolution of 
vortex domains and charged domain walls under the control of electron beam illumination, 
providing a perspective on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ferroelectric storage;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key roles of the oxygen vacancies at different sites in tuning the geometric ferroelectricity 
and antiferromagnetic properties: the in-plane oxygen vacancies can alter Y 4d-O 2p 
hybridization and thus regulate geometric ferroelectric properties, while the out-of-plane 
oxygen vacancies can influence the antiferromagnetic configurations,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tailor the magnetic properties and create rich strain-accommodated magnetic 
states in h-YMnO3 film via strain engineering. On this basis, the oxygen vacanc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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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to be treated as an atomic multiferroic element. For the h-(Lu0.5,Sc0.5)FeO3 
system, by taking full advantages of the high-resolut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vortex 
domain structure i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t the atomic level, revealing the contribution 
of Sc ion to stabilize the hexagonal phase. For the study of the hole-doped LuFe2O4+δ 

system, we demonstrate atomic-scal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a new modulation wave 
that requires significant modifications to the conventional modeling of ordered structures. 
On the basis of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using advanced electron microscopy, 
density-functional-theory calculations and simulations, the interesting physics discovered 
here is that through introducing oxygen-hole into the system we are able to manipulate 
the degree of freedom of the charge-lattice order and interplay, which alters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wave vectors of the modulation and modify the order parameter. 
Furthermore, a new lattice-charge second-order modulation structure formulism is 
developed, which adds additional degrees of freedom in both modulation phase and 
amplitude parameter spaces and can be widely applicable to numerous ordered systems. 
This study illustrates a new approach to manipulate singularity in modulation waves via 
targeted hole doping, insights from which may shed light on deciphering how the doped 
holes entangle with charge and lattice that determines many emergent quantum states in 
materials.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close couplings between lattice, charge, and spin in 
single-phase multiferroic materials. The research results to some extent provide the 
impetus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multiferroic orders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ferroic materials. 

 
 
 
 
 
 
 

 
Key words: multiferroic; electron microscopy; hexagonal manganites; hexagonal 
ferrites; modula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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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符号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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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多铁材料研究背景 

1.1.1  发展历史与研究现状 

多铁材料在过去十多年一直是凝聚态物理、化学领域的热门研究方向。多铁材

料 初的定义来源于 Schmid 在 1994 年的陈述：多铁材料是在一个化合物中同时

具有其中至少两种类型的铁性有序（Ferro-ordering），包含铁电性，铁磁性和铁弹

性[1]。新的定义加入了铁涡旋性[2]。因此，空间反演对称性和时间反演对称性的破

缺决定了多铁材料性能的本质特征。 
电有序和磁有序在绝缘体中耦合的探讨， 早可以追溯到 Pierre Curie。但这

个领域的真正开端，来源于 1959 年 L. D. Landau 和 E. M. Lifshitz 在名为

《Electrodynamics of Continuous Media》的论文中的阐述[2]。由于缺乏在材料体系

中的实验证据，其只对可能的耦合现象进行了预测。之后不久，I. E. Dzyaloshinskii[3]

对线性电磁耦合效应的预测以及 D. N. Astrov[4]的直接观测，引发了人们对可能产

生电磁耦合效应的空间对称群进行探索和归类。 初的电磁耦合效应局限于在一

种固体材料中存在磁性质与电性质之间的交叉耦合，例如，电场 E 作用下出现磁

化 M 或者磁场 H 作用下出现极化 P，但材料中并不存在自发的有序性。Schmid 在

1994 年首次发现方硼石（Boracite）中存在自发的铁电极化和磁有序，于是将同时

拥有自发电偶极矩和自发磁有序的材料被称为多铁性材料，随后引起了多铁领域

的研究热潮[1, 2]。但之后人们发现，具有自发铁电有序和铁磁有序共存的体系相当

稀少。这使得该领域的研究进程一度放缓，同时也促使人们在理论研究中寻找答案。 
2003 年应当是多铁材料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一系列重要的发

现均产生于 2003 年前后。这其中 具影响力的当属 R. Ramesh 研究组成功生长出

的著名的单相多铁 BiFeO3 薄膜：他们发现，虽然块体 BiFeO3 中铁电性和铁磁性都

较弱，但二者在薄膜体系中却同时得到了很大增强[5]。这个发现掀起了 BiFeO3 薄

膜体系研究的热潮。甚至一直到今天，BiFeO3 的研究热度仍然在持续。2003 年另

外几个重大的发现包括：T. Kimura 等人发现在 TbMnO3 中[6]，以及 S. W. Cheong
等人发现 TbMn2O5 中[7]不仅同时存在铁电序与铁磁序，更重要的是，其中的铁电

性由铁磁性诱导产生（在 1.2.2 节中详细介绍）。该特性决定了这些体系在存储器、

四态逻辑器件和磁电感应器件方面的潜在应用前景，因此同样引起了人们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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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兴趣。伴随着这些重大发现，2004 年开始多铁材料研究领域出现了研究的爆

发式增长。我们利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统计了从 2000 年到 2018 年间，每年以

“Multiferroic”为关键词发表的文章数目，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年发

表文章数目从 2004 年开始迅速增加，在 2008 年到 2010 年间上升 快。近几年，

虽然年发表文章的绝对数量仍在增加，但增加速度明显放缓。在 2018 年，年发表

文章数量甚至稍有降低。这表明，多铁研究虽然仍属于重点研究方向，但研究热度

稳中有降。研究者们将目光更多地转移到多铁材料的内在物理机制和相关理论的

发展，新体系的发现速度降低。因此，这应当属于一个再积累的阶段。多铁性机制

的探索必将促使未来更多新奇的、可实际应用的多铁材料的发现和发展，从而带来

新的研究的热潮。 

 

图1.1  以“Multiferroic”为关键词的发表文章数，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插图

为R. Thomas等人统计的2010年之前以“Multiferroic”和“Magnetoelectric”为关键

词的发表文章数[8] 

近十几年多铁材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主要成就包括可重复的、室

温下的电场控制磁性质的反转，例如在 BiFeO3-CoFe 异质结中实现了低温下的多

铁性四态存储[9, 10]。这些重要的进展促使多铁材料向着器件化方向发展，但一些至

关重要的方面，如动力学因素、可靠性和疲劳性仍需要进一步优化以发展更具竞争

力的器件。因此，目前该领域的一些研究目标本质上仍然与 1960s 的目标相同，而

且可能仍将是研究者们未来一定时间内关注的重点。这些目标包括但不限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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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要目标仍是在多铁性器件中实现室温下低电压控制磁矩的超快反转；（2）
寻找室温下具有强电磁耦合的多铁性新材料[12]；（3）在充分运用已有的多铁性机

制的同时，发现驱动多铁性的新奇的机制。例如，可以用多种方式实现非传统铁电

体中的磁有序状态[13, 14]；（4）非氧化物体系[15]和有机材料体系[16]的多铁性的发展。

另外，多铁材料非平衡态的动力学行为也逐渐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这是由

于多铁材料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是利用电场调控磁有序，而非平衡态的研究是理解

决定电磁耦合的过程和时间尺度的关键。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各个序参量改变的速

度，如果应用到存储器件中这个参数应当是皮秒量级。因此，利用光学手段调控多

铁材料的各种状态应当是格外有前景的一个方向[17]。 
多铁性薄膜和多铁性异质结仍然是器件化应用方面 具优势和前景的体系[18]。

一方面异质结体系允许将新型的、性能优异的磁性和长程的极化有序材料结合在

一起。这使得多铁性可以来源于一种材料内部的应力、限域效应或梯度效应或者不

同种材料的界面。经典地，J. A. Mundy 等人[19]在(LuFeO3)m/(LuFe2O4)1 多层薄膜异

质结体系中实现了室温下的多铁性；第二方面，具有强耦合效应的铁电和铁磁层异

质结能够被用作磁电忆阻器；第三方面，多层异质结整体的对称性可能异于任意一

个组元，从而诱发新的性质。比如在 PbZr0.2Ti0.8O3-La0.7Sr0.3MnO3 -PbZr0.2Ti0.8O3异

质结体系中， 外层的相对极化方向的改变可以调控整体的空间反演对称性[20]。

这些对称性可调的多层薄膜体系为新型、可控的磁电耦合提供了可能；第四方面，

畴壁的研究和调控将成为重点内容。可控的畴壁是电场控制的赛道存储器的关键

[21]。 
另外一个研究的热点内容当属斯格明子（Skyrmions）及其它类似的拓扑结构。

Skyrmions 在半金属体系中被首次发现[22]，之后在多铁绝缘体中也被观测到[23]。在

多铁绝缘体中，虽然 Skyrmions 是局域化的，不能被外加电流驱动，但同时存在的

铁性序参量和可能存在的多铁性调控使得该方向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方向。

另外，近些年发现的其它铁电极化的拓扑结构也蕴含了丰富而新奇的物理现象和

可能的应用前景。这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在(SrTiO3)n/(PbTiO3)n (n = 2-27)多层异

质结薄膜体系中观测到的极化涡旋[24]以及其中稳定存在的负电容态（在此之前仅

被理论预测）[25]。 
虽然多铁材料领域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程度，但远远没

有实现发展完全。曲折的发展历程激发研究者们对新系统和新现象的不断深入探

索。多铁材料领域仍是一个充满科学问题、挑战和新发现的领域。 令人兴奋的结

果和发现可能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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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多铁材料的分类及多铁性机制 

从铁电与铁磁的耦合的角度，可以将多铁材料分为第一类多铁材料（Type-Ⅰ）
和第二类多铁材料（Type-Ⅱ）[2]。对于第一类多铁材料，其铁电性和铁磁性具有不

同的来源，因此，铁电性或铁磁性具有较高的量级。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

类多铁材料中铁电性与铁磁性之间的耦合作用较弱。第一类多铁材料的典型代表

是 BiFeO3（TFE ~1103 K，TN ~643 K，P ~ 100 μC cm-2）和 h-YMnO3（TFE ~ 914 K，

TN = 76 K，P ~ 6 μC cm-2）[2, 26]。第二类多铁材料是指由铁磁性诱导出铁电性的多

铁材料。这从本质上决定了第二类多铁材料中极化与自旋之间具有较强的耦合作

用。但第二类多铁材料往往面临铁电极化强度（~10-2 μC cm-2）和铁磁性较弱，或

转变温度远低于室温等问题。 
在每类多铁材料中，铁电性与铁磁性的产生机制也存在差别。对于第一类多铁

材料，其铁磁性一般由过渡金属元素半满的 d 轨道贡献。铁电性有以下四种产生

原因[2, 11]：（1）钙钛矿型。由具有空轨道的过渡金属阳离子（Ti4+，Ta5+，W6+等）

偏离对称位置的位移，与负电荷中心的氧离子构成偶极子，贡献铁电极化。在该种

材料中，由于铁电极化的产生要求 3d 轨道为空轨道，而过渡金属离子磁性的出现

要求 3d 轨道为部分填充，因此出现所谓的“d0 对 dn 矛盾”；（2）孤电子对机制

（lone-pair mechanism）。该机制是指未成对的价电子或悬挂键在主要离子（如 Bi
离子）周围的各向异性分布，进而导致空间的非对称性。一般存在于含 Bi 或 Pb 的

铁电体中。如在 BiFeO3 中未成对的 6s2 电子对不参与 sp 杂化，从而形成局域的电

偶极矩[5]。值得注意的是，BiFeO3 在尼尔温度（TN ~ 643K）以下也同时出现长程有

序的螺旋型反铁磁结构[27]。在所有的孤电子对机制的多铁材料中，BiFeO3 是唯一

一个室温下的单相多铁材料体系；（3）电荷有序铁电体（charge ordering）。价电

子能够以非均匀分布的形式分布在宿主离子周围，从而形成周期性的超结构。例如，

LuFe2O4 中 Fe2+和 Fe3+离子的周期性交替排列形成超晶格，从而可能贡献极化有序

[28, 29]。虽然 LuFe2O4 是该机制的主要候选者，但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其宏观的铁电

性存在与否至今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28, 30]，这将在第七章中进行详细介绍。另外，

一些混合价态的锰氧化物，如 Pr1−xCaxMnO3、TbMn2O5，以及镍酸盐 RENiO3（RE

为稀土元素）等，也是可能的电荷有序型多铁材料体系[31]。电荷有序铁电体仍然是

极具研究价值的材料体系；（4）几何铁电体（geometric ferroelectricity）。如果是

原子的空间填充效果和几何约束排列而非化学成键贡献原子位移，这种铁电体可

以称为几何铁电体。几何铁电体以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材料体系六方锰氧化物（h-
REMnO3）为典型代表。在 h-REMnO3（RE = Sc，Y，In 或 Dy-Lu）中，MnO5 六面

体的三聚行为贡献了 TFE ~ 914 K 以下的铁电极化（Ps = 5.6 μC cm−2）[32-34]。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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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也在 h-LuFeO3 薄膜中被观察到，而且其具有相对较强的静磁矩[35]。另外一

个例子是 BaNiF4，其中 Ba2+离子和 F-离子的非对称性排列贡献了自发铁电极化[36]。

虽然该体系的铁电极化值很小（~0.01 μC cm−2），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铁电极

化与弱的铁磁性之间存在耦合：磁矩可以沿着铁电极化方向反转 [37]。另外，

Ca3Mn2O7 中两种非极化晶格之间的协同作用也能够贡献铁电极化，而且与倾转的

磁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38]。 

 

图1.2  第一类多铁材料的微观机制示意图[2] 
(a) 钙钛矿结构中由具有d0轨道的离子贡献铁电极化，由具有dn轨道的离子贡献磁

矩。(b) 在一些类似于BiFeO3和PbVO3材料体系中，由未成对电子贡献铁电极化。(c) 
电荷有序机制。(d) 几何铁电体 

自旋与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非中心对称的磁结构可能影响铁电极化的排

布，进而驱动极化态的产生。具有这种铁电极化形成机制的材料即为第二类多铁材

料。根据自旋诱导铁电极化的机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1）反 DM
（Dzyaloshinskii-Moriya）相互作用机制[39]。在该种机制下，非中心对称的电荷分

布由非中心对称的自旋构型驱动。自旋-轨道耦合是该种机制的必备条件。H. 
Katsura 等人[40]利用微观研究方法以及 M. Mostovoy 等人[41]利用现象学方法，均发

现了铁电极化 P 与磁力螺旋（cycloidal spiral）之间的关系： ，

其中 rij为连接相邻两自旋 Si和 Sj的矢量，Q 为描述螺旋的波矢， 为自

旋旋转轴。因此，在所谓的摆线螺旋系统中，当自旋旋转的平面与波矢方向共面时，

~ [ ] ~ [ ]ij i j× × ×P r S S Q e
~ [ ]i j×e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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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电极化不为零。该机制的代表体系有 o-TbMnO3，MnWO4 和 CaMn7O12 等[6]；（2）
类海森堡（Hesisenberg-like）交换伸缩机制[42]。铁电极化由共线磁结构（colinear 
magnetic structure）诱导（不需要自旋轨道耦合）：在共线磁结构中，磁矩沿着某

一特定方向排列，由于↑↓和↑↑两种构型下，磁矩之间的交换收缩作用（exchange 
striction）不同，因而诱发了空间反演对称性的破缺，形成类似于电荷有序的偶极

子，从而产生铁电极化。铁电极化满足： ，其中 表征磁致伸缩发

生的方向， 为相邻两个位置 i 和 j 的自旋。这种机制可以很好地解释 Néel 畴壁

中局域铁电极化的产生；（3）自旋驱动的化学键调制。该种机制下，铁电极化由

3d-2p 轨道杂化在自旋-轨道耦合作用下的变化驱动。这种机制常出现在铜氧化物

中，如 CuMO2（M = Fe 或 Cr）中。铁电极化满足： 。 

 
图1.3  第二类多铁材料中自旋诱导铁电极化的机制示意图[2] 

(a) 正弦自旋密度波中，自旋指向同一方向，但大小发生变化。该结构下保持中心

对称，不产生铁电极化。(b) 在摆线螺旋中，波矢Q沿x方向，自旋在(x,z)平面内旋

转，从而产生z方向的非零极化。(c) 在所谓的螺杆组合（proper screw）系统中，自

旋旋转的平面与波矢方向垂直，不能产生非零极化  

另外一类重要的铁电材料是新兴的有机铁电材料。代表性地，熊仁根团队在

2018 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无金属的三维 ABX3 钙钛矿体系铁电材料，MDABCO-
NH4I3[43]。该材料具有高的自发极化值（Ps = 22 μC cm-2），与无机铁电体 BaTiO3

接近（Ps = 26 μC cm-2），而且铁电转变温度 TFE（~448 K）优于 BaTiO3（~390 K）。

这克服了有机铁电体温度适用范围较窄的问题。这类有机铁电体不仅具有与无机

铁电体（PbTiO3, BaTiO3 和 BiFeO3 等）类似的铁电极化性能，同时拥有无机铁电

体没有的其他方面的优势：如将有机铁电体与分子材料结合，能够在下一代的微机

( )ij i j∝ ⋅P R S S ijR

,i jS

2
, ,( )i i j i j∝ ⋅P S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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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系统、柔性器件和仿生学器件中获得良好的应用前景。有机铁电材料或有机多铁

材料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2  单相多铁材料研究进展 

单相多铁材料是指在单一体系中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铁性有序的材料。

单相多铁材料的多铁性机制包含在第 1.1.2 节中。图 1.4 列举出了几种典型的单相

多铁材料的铁电极化值[11]。观察可以发现：（1）孤电子对机制是贡献单相多铁性

成功的机制。但遗憾的是，目前发现的采用该机制的室温单相多铁材料只有

BiFeO3；（2）六方单相多铁材料，如 h-YMnO3，具有相对较高的铁电极化值，但

磁性转变温度相对较低。因此，该体系研究的关键内容是提升磁相互作用和磁性转

变温度，以实现室温下较强的铁电性与铁磁性的共存和耦合（这也是本论文的研究

内容之一）；（3）越来越多的自旋驱动机制的单相多铁材料体系被发现。通过化

学掺杂、应力工程等方式可以提升其有序温度、铁电极化值和净磁矩大小[13, 14, 44]

等，因此该类体系有望展现出室温下的多铁性。 
本节中，我们将以几种 为典型同时也是 受关注的单相多铁材料为例，详细

介绍其研究进展，作为本论文研究工作的背景知识：第一种为采用孤电子对机制的

BiFeO3；第二种为自旋驱动铁电极化机制的代表体系 TbMnO3；第三种为本论文的

重点研究材料，六方锰氧化物和铁氧化物多铁材料。 

 

图1.4  不同种类的单相多铁材料及其 大的铁电极化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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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FeO3具有 大的自发铁电极化（应力弛豫状态：Ps ~ 100 μC cm−2；受应力状态：

Ps ≤ 150 μC cm−2）[5]。电荷有序材料LuFe2O4的铁电极化值能达到25 μC cm−2[28]，但

仍存在争议。六方锰氧化物h-RMnO3的铁电极化值约为5.6 μC cm−2。对于o-
TbMnO3，螺旋型磁有序导致的铁电极化值（Ps ≤ 0.1 μC cm−2）小于共线的反铁磁有

序诱导的铁电极化值（Ps ~ 1 μC cm−2）[45]。螺旋型磁有序驱动的铁电极化的 大值

出现在CaMn7O12体系中，Ps ~ 0.3 μC cm−2[44] 

1.2.1  BiFeO3单相多铁材料研究进展 

室温下，块体 BiFeO3 的晶体结构是菱方结构，空间群为 R3c，其中氧八面体

沿着赝立方的一个[111]轴旋转（用 Glazer 表征方法为 a-a-a- [46]），如图 1.5(a)所示。

虽然块体 BiFeO3（陶瓷或者单晶体）很早就就被发现是一种具有较高有序性温度

的磁电材料（铁电极化转变温度为 TFE ~ 1103 K；反铁磁尼尔温度为 TN ~ 643 K。

均远高于室温），但由于其铁电极化的量级相对较小（单晶体的铁电极化只有约 6 
μC cm-2，后来的研究工作证明，这很有可能与非化学计量比或高密度缺陷有关），

同时磁性也相对较弱，因此 BiFeO3 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47]。这种状

态直到 2003 年才被 R. Ramesh 课题组打破[5]。R. Ramesh 课题组在 SrTiO3 基底上

生长了高质量的[001]方向外延的 BiFeO3 薄膜，观察到 BiFeO3 剩余极化高达 Pr ~ 
55 μC cm-2，如图 1.5(d)所示；同时，薄膜自发磁化强度达到~0.5-1.0 μB/Fe[5]。同时

存在的大的自发极化强度和磁化强度以及高的转变温度，几乎满足多铁材料实际

应用的所有必需条件，这促使研究者们在此以后许多年，直到今天，对 BiFeO3 块

体以及异质结薄膜体系的各方面性能展开了全面探究。 
对于 BiFeO3 单晶，为了摆脱极易存在的非化学计量比和高密度缺陷导致的较

大的漏导，大量的努力投入到生长化学计量比和无缺陷的 BiFeO3 单晶样品中[48]。

在 2004 年，T. Choi 等人[49]报道利用 Bi2O3/Fe2O3/B2O3 熔剂生长得到的高质量的

BiFeO3 片状单晶，并测得了沿着[001]方向的自发极化值为~60 μC cm−2，沿着[111]
轴或与其等价方向的自发极化值为~90-100 μC cm−2。这进一步促使 BiFeO3 成为一

种极具竞争力和应用前景的单相多铁材料。 
之后的研究确认了 BiFeO3 中大的铁电极化值来源于本征特性：由 A 位的 Bi3+

离子贡献[50]。等价的铁电极化方向有八个（沿[111]及等价方向），铁弹变量方向

有四个，因此具有 71°，109°和 180°三种铁电畴壁，如图 1.5(g)和(h)所示[51]。

但另一方面，BiFeO3 中与 Fe3+离子自旋相关的自旋有序性的来源至今仍然存在一

定的争议[5, 52]。目前已经清楚的是，Fe3+离子处于高自旋态，局域的 Fe3+离子给出

的磁矩大小为~5 μB/Fe。Fe3+离子的自旋在 TN ~ 643 K 以下形成 G-型反铁磁有序

（如图 1.5(b)所示），即所有近邻的磁矩均相互反平行排列。因此，对于理想的 G-
型反铁磁有序，宏观没有净磁矩存在。而有趣的是，BiFeO3 中，在理想的 G-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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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磁有序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螺旋形的调制结构，如图 1.5(j)所示。调制结构的周

期为 62-64 nm[53-55]，主要来源于 Fe3+离子自旋倾转的积累[56]。在薄膜或者纳米结

构中，这种螺旋型调制能够被空间限域效应抑制，从而由 DM 相互作用主导，贡

献弱的净磁矩[57]。这种机制暗示了 BiFeO3 中不会存在大的净磁矩（虽然有较大数

量的实验工作报道了 BiFeO3 中大的净磁矩）。即便如此，G-型反铁磁有序和螺旋

型调制结构的特性使得 BiFeO3 能够在多铁性异质结的界面磁性耦合中发挥作用，

例如充当铁电层衬底、交换偏置中的反铁磁钉扎层、界面量子调制供体等等。这也

是 BiFeO3 被认作是迄今为止 好的多铁材料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1.5  BiFeO3的多铁性[26] 
(a) 黄色实线框展示了BiFeO3菱方单胞，蓝色实线表示赝立方单胞。(b) G-型反铁磁

构型，其中箭头表示Fe3+离子磁矩方向，红色阴影表示赝立方(111)面。(c) 三种矢量

（沿着赝立方[111]方向的极化P；反铁磁有序参量L；倾转诱导的磁矩M）的关系示

意图。(a)-(c)图来自参考文献[51]。(d) 室温下沿[001]轴的电滞回线， 大的极化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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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111]方向[5]。(e)和(f) 室温铁电畴的压电力显微镜照片（面内信号），插图为面

外信号。其中(e)图中的条形畴的畴壁为71°畴壁，(f)图中的马赛克形畴的畴壁为

109°和180°畴壁[58]。(g) 铁电极化等价方向示意图。(h) 三种铁电畴壁的示意图。

(g)和(h)图来自参考文献[51]。(i) 自旋旋转和摆线向量（k1）示意图。(j) 螺旋型反铁

磁构型的示意图，调制周期约为62-64 nm。(i)和(j)来自参考文献[53] 

事实上，在 2003 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BiFeO3 也是唯一一种在室温以上展现

出铁电性和磁性有序的材料。这使得 BiFeO3 成为多铁材料研究领域的重点关注对

象。近些年，研究者们在关注 BiFeO3 多铁性能的改善和应用的同时，如铁电畴结

构和畴的拓扑结构的探究，也在其它相关的性能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如光伏效应

[49]，光催化性能[57]，以及铁电畴壁在纳米电子器件中扮演的令人着迷的作用[59]等

等。本质上，这些性能均与其突出的铁电极化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1.2.2  自旋驱动单相多铁材料研究进展 

同样是发现于 2003 年，TbMnO3 是具有正交晶系对称性的另一个重要的钙钛

矿类型的单相多铁材料，同时也是自旋驱动单相多铁材料的典型代表[6]。如果将其

与 BiFeO3 做对比能够发现，TbMnO3 和 BiFeO3 恰好是完美多铁材料的两个极端：

在物理现象方面，TbMnO3 具有比 BiFeO3 更丰富、更新奇的物理现象；而在实际

应用方面，BiFeO3 具有更加优异的性能。而 TbMnO3 只表现出较弱的铁电性[6]：

（1）较低的铁电转变居里温度（~28 K）；（2）较小的铁电极化值（~0.06-0.08 μC 
cm-2），只是 BiFeO3 的千分之一。另外，TbMnO3 的磁有序转变温度也较低（TN ~ 
40 K），如图 1.6(a)所示。即便如此，TbMnO3 仍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这是

由于 TbMnO3 具有难以超越的物理意义：第二类多铁材料的众多重要发现都来源

于 TbMnO3。 
T. Kimura 等人[6]报道的实验结果显示，TbMnO3 在 TN ~ 40 K 以下转变为反铁

磁有序（图 1.6(a)所示）。这种反铁磁结构较为复杂。其中 Mn3+离子的磁矩具有沿

着 b 轴方向的正弦函数类型的调制结构。调制结构的周期与晶格是非公度的

（incommensurate），而且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减小[60]。中子衍射的研究结果表明[61]，

在温度等于 Tlock-in = 28 K 时，这种非公度的调制结构被锁定，正弦模式的调制结构

转变为 b-c 面的摆线螺旋，如图 1.6(g)所示。进一步降低温度，当温度低于 TTb ~ 7-
8 K 时，体系中的 Tb3+离子的自旋产生独立的有序性。 有趣的是，TbMnO3 铁电

极化恰好出现在温度低于 Tlock-in 时，即与面内的摆线螺旋型磁有序同时出现，如图

1.6(a-d)所示。这暗示了螺旋型反铁磁性与铁电性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纠缠。同时，

施加外界磁场到几个特斯拉时，可以将螺旋平面由 b-c 平面调整至 a-b 平面，与此

同时铁电自发极化也从 c 轴方向转变为 a 轴方向，如图 1.6(e)和(f)所示。这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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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铁电性和铁磁性之间存在强烈的耦合。而这种现象在 BiFeO3 中是不存在。

类似的现象在同构型的 DyMnO3 和 Eu1−xYxMnO3 中也被观察到[62, 63]，而且二者具

有相较于 TbMnO3 更大的铁电极化值（~0.2 μC cm-2），虽然仍远低于 BiFeO3。对

于 DyMnO3，其 Tlock-in 约为 18 K，比 TbMnO3 更低。对于 Eu0.75Y0.25MnO3，其包含

具有弱净磁矩（由磁矩倾转贡献）的 A-型反铁磁相与螺旋型自旋有序相之间的转

变，这为利用电场调控磁化或磁场调控铁电极化提供了可能[64]，也为大的磁电耦

合材料的探究和发现开辟了道路[65]。 

 

图1.6  单相多铁材料o-TbMnO3温度依赖的多铁性及其它物理性质[26] 
 (a) 磁化曲线（左）和比热-温度曲线（右）在TN和Tlock-in处出现明显转折。(b) 磁矩

的非公度的调制结构。随着温度降低，磁性信号在TN温度以下出现，同时，波数在

Tlock-in以下基本保持不变。(c) 沿着不同方向的介温曲线。只有沿着c方向的介温曲线

在Tlock-in处存在明显转折点。(d) 自发铁电极化在TFE ~ 27 K以下出现，在~7 K 左右

存在的异常，对应于Tb3+离子自旋的独立有序。(e)和(f) 沿b轴方向施加磁场后，极

化沿着c轴(e)和a轴(f)出现调制。(a)-(f) 来自参考文献[6]。(g) Mn3+离子磁矩在Tlock-in

以下的有序性结构示意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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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六方锰氧化物单相多铁材料研究进展 

REMnO3 是一类重要的单相多铁材料，其中 RE 代表稀土元素。当 RE 离子半

径较小时（RE = Sc，Y，In 或 Dy-Lu），体系为六方晶系，空间群为 P63cm。而当

RE 离子半径较大时（RE = La-Dy），其为正交晶系，具有钙钛矿结构（DyMnO3 处

于正交晶系和六方晶系的交界上，两种相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稳定存在）[66, 67]。

早引起人们关注的单相多铁体系为正交晶系的 TbMnO3，以及与其同构型的

DyMnO3 和 Eu0.75Y0.25MnO3[6, 62, 63]，这部分内容在 1.2.2 节中已做详细介绍。六方

REMnO3 是一种几何铁电体，在尼尔温度以下（如对于 h-HoMnO3 约为 75 K）为反

铁磁有序，磁结构为非共线的三角形自旋阻挫体系[68]。另外，一些 RE3+离子的 4f

轨道可贡献额外的磁性，如在 h-HoMnO3 中，Ho3+在极低温度下（~4.6 K）表现出

独立的磁有序性[26, 68]。而另外一些RE3+离子不具有 f电子磁矩的体系（如 h-YMnO3）

为研究 Mn3+的磁有序特性提供了更加纯粹的平台。 
六方锰氧化物单相多铁材料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材料。本节将以其中的典型

代表体系 h-YMnO3 为例，展开介绍该类材料在铁电性、（反）铁磁性、畴结构以

及耦合现象等几个重要方面的研究进展情况。 
（1）铁电性 

由于 A 位离子 Y3+离子的半径较小，h-YMnO3 稳定在六方晶系。如图 1.7(a)所
示，h-YMnO3 在 c 方向为层状结构，Y 离子层与 MnO5 六面体层在 c 方向交替排

列。Mn 离子在面内构成三角形晶格，MnO5 六面体靠顶角的面内氧原子相互连接

[32, 66]。h-YMnO3 具有室温的铁电性（TFE ~ 914 K），其铁电极化的产生与上述的晶

体结构密切相关。h-YMnO3 被称作为一种非传统铁电体（improper ferroelectric）或

几何铁电体（geometric ferroelectric）。这是由于空间填充效果和几何约束贡献该种

材料的结构非稳定性，进而引发了离子位移和相应的自发极化。在 Ts ~ 1270 K 温

度以下，h-YMnO3 发生结构相变，MnO5 六面体发生三聚，伴随着波矢为 q = 
(1/3,1/3,0)的 K3 声子模的凝结，体系对称性由 P63/mmc（D6h，Z = 2，No. 194）降

低为 P63cm（C6v，Z = 6，No. 185），并形成 3 3× 的超结构[32, 69, 70]。这种三聚行

为可以用振幅 Q 和方位角Φ进行描述（详细讨论见第三章第 3.2 节）[33, 71]。虽然该

模式将对称性降低为极性空间群，但由于其波矢位于布里渊区（Brillouin zone）边

界上，晶体中局域的极性在宏观上相互抵消，体系对外不表现出静极化。本质上，

自发极化 P 的大小与 声子模的振幅成正比（该模式凝结能够引起 Y 原子与面内

O 原子之间键长的改变，进而导致净极化的出现）[71]。 声子模在 P63/mmc 对称

性下是稳定的，但与不稳定的 K3 声子模非线性地耦合在一起。因此，K3 声子模的

凝结能够通过非线性耦合使得 声子模凝结。这个过程使得 h-YMnO3 自发铁电极

-
2Γ

-
2Γ

-
2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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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三聚行为相互耦合，决定了体系的几何特性[33]。 
h-YMnO3铁电极化的产生机制 早在 2004年由Bas B Van Aken等人[32]提出。

他们认为 h-YMnO3 自发极化的产生主要由两种原子位移贡献（如图 1.7(a)所示）：

（1）MnO5 六面体的三聚使得 c 轴变短的同时，顶点氧原子（OT）向两个较长 Y-
OP键（OP 为面内氧原子）的方向位移；（2）Y 离子向远离高温顺电相中的镜面位

置的方向位移，同时保持与 OT 之间的距离不变。在以上过程中，MnO5 六面体内

的键长以及 Y-OT 键长均保持不变。位移的结果是键长为~2.8 Å 的 Y-OP 键一半缩

短为~2.3 Å，另外一半伸长为~3.4 Å，从而产生 c 方向静的铁电极化。中子衍射的

实验结果[72, 73]验证了 Y3+离子周围的非对称性环境，这与以上描述的过程相吻合；

但同时报道的 Mn-O 键的键长表明 Mn 离子存在偏离中心的位移，这与以上过程有

所矛盾。进一步地，Bas B Van Aken 等人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得到的轨道分辨的

电子态密度图，推断出 Y3+离子和 O 原子之间主要是离子键，不存在明显的杂化，

如图 1.7(b)所示，进而认为 h-YMnO3 的铁电极化仅依赖于静电力相互作用和尺寸

效应（Y3+离子与 Mn3+离子之间的半径差），而与轨道杂化无紧密关联。 

 
图1.7  (a) h-YMnO3两种极化单胞（左为极化向下，右为极化向上）的三维示意

图。其中箭头表征由顺电态向铁电态转变时，原子的位移方向。(b) 顺电相中Mn，
O和Y轨道分辨的态密度图。态密度曲线的重叠情况表征了Mn 3d-O 2p轨道之间存在

杂化，但Y-O之间轨道杂化作用较弱。铁电相的态密度图具有与顺电态类似的特

征，表明Y和O间不存在明显的杂化。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32] 

对于体系的铁电极化是否单纯地由尺寸效应驱动以及 Y-O 之间是否存在杂化

这一问题，研究者们并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典型地，D.-Y. Cho 等人[74]利用极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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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的 X 射线吸收谱（XAS）对 h-YMnO3 的电子结构以及其中 Mn-O 和 Y-O 键进行

了探究。测量得到的 O K-边的 X 射线吸收谱（图 1.8 所示）表明，在极化态的 h-
YMnO3 中，不仅在 Mn 3d 区域表现出强烈的非对称杂化，在 Y 4d 区域同样具有

较强的各向异性的 Y 4d-O 2p 杂化，尤其是沿着 c 轴方向。因此，D.-Y. Cho 等人

认为 h-YMnO3 从顺电相向铁电相的转变伴随着 Y 与 O 之间轨道的再杂化，提出

了所谓的“Y d0-轨道再杂化”驱动机制。这种机制包含了 Y 4d-O 2p 轨道杂化在几

何铁电极化中的贡献，这与 Bas B Van Aken 等人的观点存在一定的矛盾（后者认

为 Y-O 键基本为离子键）。本论文第五章的内容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实验

结果和理论计算结果都更加倾向于支持 Y-OP 之间存在杂化的观点。 

 
图1.8  h-YMnO3中O K-边的极化依赖的X射线吸收谱[74] 

实验数据采集模式为FY模式；理论计算采用CI模型，以及O 2p PDOS能带理论模型

（来源于参考文献[32]）。实线条代表δ函数的强度 

（2）反铁磁性 

h-YMnO3 的反铁磁有序由 Mn 离子贡献，反铁磁构型是非线性的三角形：Mn
离子的磁矩排列在面内，互相之间成 120°夹角，构成二维（2D）的自旋阻挫体系

[75]。X. Fabrèges 等人[75]指出 h-REMnO3 体系中，Mn 离子在面内的位置（x）是影

响层间有效交互作用 Jz1-Jz2 符号的主要参数，进而影响材料的磁构型：当 Mn 偏离

面内的高对称性位置，即 1/3 位置（Wyckoff 位置）时，Mn 离子磁矩的层间交互

作用的相对强弱发生改变。这得益于材料的磁弹耦合作用（在本小节（3）耦合现

象中介绍）。由于这种原子的面内位移能够打破二维自旋阻挫，因此依赖于 x 的大

小，体系稳定在某一种特定的磁构型。这个过程使我们联想到在 2D 或 3D 几何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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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体系中稳定的自旋派尔斯（Perierls）态[76, 77]。 
根据群论分析，在 P63cm 对称性下满足 Mn 离子的磁矩之间呈 120°夹角的可

能构型有六种[72]。中子衍射测量到的 h-YMnO3 中可能存在的构型有四种，用不可

约的表达方式（IR）可以表示为 Γi,i = 1-4，即Γ1，Γ2，Γ3 和Γ4。在Γ1 和Γ4 磁构型中，

Mn 离子的磁矩垂直于 a 轴和 b 轴。在 z = 0 和 z = 1/2 平面上，对于Γ1 磁构型磁矩

为反平行，对于Γ4 磁构型磁矩相互平行；在Γ2和Γ3 的磁构型中，Mn 离子磁矩排列

沿着 a 轴和 b 轴方向。 

 
图1.9  不同面内位置x对应的MnO平面层间交互作用路径Jz1和Jz2示意图[75] 

黑色和红色箭头分别表示位于z = 0平面和z = 1/2平面的Mn离子的自旋。双箭头表示

两种自旋方向均可稳定存在。插图是两种层内交互作用路径J1和J2的示意图 

具体地，对于层状排列的 Mn-O 层，当 x ≠ 1/3 时，Mn 离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包

含两种层内交互作用（J1 和 J2），以及经由 MnO5 六面体顶点氧原子（OT）的层间

交互作用，分别为 Jz1（ 和 之间）和 Jz2（ 和 之间以及 和 之间），如

图 1.9 所示。其中， ， 和 分别位于(x,0,0)，(0,x,0)和(-x,-x,0)。 ， 和

分别位于(x, x,1/2)，(1-x,0,1/2)和(0,1-x,1/2)。当 x = 1/3 时，以上所有的交互作用路

径均为等效的。当 x ≤ 1/3 时，交互作用路径 Jz1 长于 Jz2，因此 Jz1-Jz2 ≤ 0，反之亦

反。由此可知，x 决定了有效的层间交互作用 Jz1-Jz2 的大小。由于 Jz1-Jz2 的符号影

响磁能 （每个单胞）的大小，因此 x 本质上决定了不同磁状态的稳定性。磁能的

表达式可以通过推导单胞的海森堡（Heisenberg）哈密顿量（Hamiltonian）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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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其中，p 和 z 分别表征层内和层间交互作用；求和作用于 近邻的原子。由于 Mn
离子的三角形排列方式，于是有 ，从而可以求得磁能ε表达

式为： 

  （1-2） 

因此，容易分析，当 Jz1-Jz2 的符号改变时， 和 的平行关系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以使得磁能 小。例如，对于 Jz1-Jz2 ≥ 0， 和 为反平行，即磁构型为Γ1 或Γ2；

对于 Jz1-Jz2 ≤ 0， 和 相互平行，即磁构型为Γ3 或Γ4。这样的结果也可以通过高

分辨的中子衍射实验进行验证。 
这种 Mn 离子面内位置 x 与磁构型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因此成为磁性质调控的

依据和出发点。我们研究组之前的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表明[78, 79]，MnO5 六面体中

氧原子的缺失能够引起 Mn 离子的位移。根据以上讨论，容易推断，这种 Mn 离子

的位移能够改变材料的磁构型。如图 1.10 所示，第一性原理计算的结果表明，当

面内氧空位存在时，h-YMnO3 的磁构型为Γ1（VOP1）或Γ3（VOP2）；当顶点氧空位

存在时，磁构型为Γ4（VOT1）或Γ2（VOT2）[78]。 

 

图1.10  第一性原理计算h-YMnO3中含有不同位置氧空位时的磁构型[78] 
(a) 完美单胞中的磁构型为Γ3，从[001]带轴观察，黑色箭头表征Mn离子的自旋方

向。(b)-(e) 不同氧空位类型对应的稳定磁构型。氧空位在(c)和(d)中用黑色原点表

征，在(b)和(e)中用黑色箭头指示 

p z

i jp

i jz z

H H H

H J S S

H J S S

 = +


=
 =




 

 

1,2,3 4,5,6 0i ii iS S= == = 
 

2
3 41 2

3 ( )( )
2 z zJS J J S Sε = − + − ⋅

 

3S


4S


3S


4S


3S


4S




第 1 章   绪论  

 17 

（3）畴结构 
T. Choi 等人[66]报道了 h-YMnO3 中反相畴壁与铁电畴壁的互锁：即由 MnO5 六

面体三聚破坏了原有的 60°旋转对称性，诱导出现三种反相畴α，β和γ。铁电极化

进一步打破了反演对称性， 终形成了拓扑保护的三叶草构型的涡旋畴结构

（cloverleaf-like vortex pattern）。在这种构型下，围绕中心点（涡旋畴核心）的六

种铁电畴按照涡旋（vortex）α+-β--γ+-α--β+-γ-或反涡旋（anti-vortex）α+-γ--β+-α--γ+-
β-的构型排列。这种构型的出现，可以用朗道理论（Landau theory）结合密度泛函

理论（DFT）计算解释[71, 80]：铁电极化畴与结构畴的相互钳制来源于结构上的三聚

（Q）与 c 方向极化（P）之间的非线性耦合（详细讨论见第三章第 3.2 节）。这也

是六瓣涡旋畴拓扑保护特性的来源。图 1.11(a)给出了三种结构畴与六种铁电畴耦

合的示意图。 

 

图1.11  h-REMnO3或h-REFeO3的三聚结构[80] 
(a) 三聚行为诱导的结构畴与铁电畴的耦合。此处，α+铁电畴对应于Φ = 0。每两个

相邻畴的相位差为ΔΦ = +π/3。箭头表征顶点氧原子在三聚畸变中的位移方向。(b) 
α+铁电畴的晶体结构 

解析这种涡旋畴（拓扑线缺陷）在空间内的分布有利于理解涡旋畴-反涡旋畴

间的相互作用。S. C. Chae 等人[81]基于数学图论对涡旋畴在二维平面内自发形成的

网络进行了系统分析：在 h-REMnO3 涡旋畴的二维平面中，涡旋畴中的面（每一个

闭合的区域）均被偶数个边（涡旋核心连线）包围，而每个畴核心总恰好连接着三

个面。这种从图论角度的分析有助于帮助理解涡旋畴在二维平面内的排列方式，而

由于涡旋畴本质上在三维空间内展开，因此，对三维空间内涡旋畴分布的解析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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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利用逐层腐蚀的方法[82]或扫描电子显微镜对 a-c 平面进行观察[83]，可以探

究 c 方向涡旋畴和畴壁的展开。S.-Z. Lin 等人[84]利用逐层腐蚀的方法和压电力显

微镜（PFM），结合基于三维时钟模型的蒙特卡洛（Monte Carlo）模拟重构出了涡

旋畴线缺陷在三维的拓展（如图 1.12 所示）。实验和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每个涡

旋畴核心在三维空间总是与一个反涡旋畴核心相互连接成对构成三维线缺陷，或

在体系内部形成闭合环形回路[84-86]。 

 

图1.12  涡旋畴线缺陷在三维空间的拓展[84] 
(a) 沿c方向逐层腐蚀后每层的PFM图像。(b) 基于三维时钟模型的蒙特卡洛模拟得

到的与实验对应的涡旋畴的三维分布 

由于畴壁处是不同铁性序参量耦合的关键位置，因此 h-REMnO3 的畴壁研究

是涡旋畴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Y. Kumagai 等人[87]利用第一性原理计算的方

式阐述了 h-REMnO3 中畴壁可能的原子结构、电子结构以及铁电畴壁与反相畴壁

耦合的原因，并给出具有 低能量的畴壁为{210}畴壁。h-REMnO3 畴壁的一个极

具吸引力的特征是导电畴壁的稳定存在。Weida Wu 等人（2012 年 2 月 14 日）[88]

和 D. Meier 等人（2012 年 2 月 26 日）[89]几乎同时地在线报道了 h-REMnO3 体系中

（前者为 h-HoMnO3体系，后者为 h-ErMnO3体系）存在的各向异性导电性的畴壁。

以 h-ErMnO3 体系为例（如图 1.13(a-c)所示），导电原子力显微镜（c-AFM）的结

果显示，铁电畴内具有均匀的导电性，表现为均一的背景。在此背景上，畴壁表现

出与畴内不同的、而且与铁电畴壁取向（畴壁与两侧铁电极化方向的相对关系）相

关的衬度：铁电极化尾对尾（TT）的畴壁表现为 亮的衬度，即导电性 好； 暗

的衬度出现在铁电极化头对头（HH）的畴壁，即导电性 差，如图 1.13(b)所示。

这表明，h-REMnO3 中铁电畴壁的导电性与畴壁取向α（表示局部畴壁的法线方向

与铁电极化方向 P 之间的夹角）之间具有非线性的关系：α = 0°对应 HH 畴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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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180°对应 TT 的畴壁（参照第三章表 3.1）。 
近的研究表明，h-REMnO3 中畴壁的导电性可以通过外界电场进行调控。J. 

A. Mundy 等人发现[90]，电子在 HH 畴壁处的积累能够产生反转层。在低电压的外

加电场下，积累的电子处于局域的极化状态，因此不贡献导电性。而当电压大于 Vc

（临界电压）时，电子从局域态转变为巡游态，成为导电的唯一载流子，进而主导

畴壁的导电性，如图 1.13(d-f)所示。利用畴壁的这种性质能够构建一种基于畴壁的

二进制开关，实现在绝缘态和导电态之间（也可认为是 0 和 1 之间）的转变。这为

畴壁的器件化应用提供了可能。 

 

图1.13  h-REMnO3畴壁的输运性质及器件化应用 
上半部分为畴壁的各向异性导电性质[89]：(a) h-ErMnO3晶体b-c平面的PFM图像。箭

头表征铁电极化方向。插图为同样区域内的c-AFM图像。在均一的畴内导电性衬度

下，畴壁表现为具有不同亮度的线条，表明畴壁具有不同的导电性质。(b) c-AFM图

像显示头对头或尾对尾畴壁的导电性明显不相同。(c) 畴壁局域的导电性曲线表明

畴壁的导电性可以优于或差于畴内，变化范围超过一个数量级 
下半部分为电场调控头对头畴壁的输运性质[90]：(d) 畴壁在电阻态（I0 < Ibulk）和导

电态（I1 > Ibulk）之间进行20次开关循环时随时间变化的电流值（归一化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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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通过增加I0值实现增益的增强。(f) 在V = V0 + ΔV下，具有巡游电子的导电性畴

壁示意图。(g) V = V0下，具有局域电子的阻态畴壁示意图 

（4）耦合现象 
多铁材料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铁性序参量之间的耦合问题，对于 h-REMnO3 也

不例外。S. Lee 等[91]在 2008 年发现 h-REMnO3 中存在巨磁弹耦合效应：即在发生

反铁磁有序转变时，原子位置出现显著位移，尤其是 Mn 离子在 TN 以下明显偏离

面内的对称位置。如对于 h-YMnO3，在 300 K 下，Mn 离子处于面内 x = 0.3330(17)
位置，而发生反铁磁转变后，在 10 K 下，Mn 离子偏离高对称性位置，位移到 x = 
0.3423(13)位置。这导致面内 Mn-O3 和 Mn-O4 键长发生改变，诱导了 a-b 面内磁交

换积分常数 J1 和 J2 的变化。h-YMnO3 磁弹耦合的特性使得利用应力工程调控体系

的反铁磁构型成为可能。由于 h-REMnO3 为几何铁电体，铁电极化与晶格畸变直接

相关，因此这种巨磁弹耦合效应也是其磁电耦合性质的来源。这为晶格、电荷和自

旋之间的耦合提供了机会。 

 

图1.14  h-REMnO3中的磁弹耦合和畴壁处的电磁耦合[91, 92] 
左图为Mn离子面内位置以及Mn-O3和Mn-O4键长大小随温度的变化曲线：(a) Mn离子

面内位置x。Mn-O3 (b) 和 Mn-O4 (c) 的键长（按照300K下的数据进行归一化）。 
右图为利用光学二次谐波表征h-YMnO3在6 K下的铁电畴壁与磁畴壁的耦合：(d) 利
用来自χ(P)的二次谐波曝光的结果。较暗和较亮的区域对应具有相反极化方向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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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畴。(e) 利用来自χ(PL)的二次谐波曝光的结果。较暗和较亮的区域对应具有相反

符号的PL畴 (f) 利用来自χ(P)和χ(PL)干涉的二次谐波曝光的结果。较暗和较亮的区

域对应相反的反铁磁畴。(g) 畴壁分布示意图 

在 h-ErMnO3 中，由于 Er3+离子具有磁性，同时对 Mn3+离子的磁性具有增强作

用，因此具有较强的电磁耦合。Y. Geng 等人[93]利用磁电力显微镜（MeFM）直接

原位观察到了铁电畴在磁场作用下的演变。对于 h-YMnO3，由于不存在 Y3+离子 4f

电子磁矩的贡献，其电磁耦合主要表现在畴壁附近：反相畴壁、铁电畴壁与反铁磁

畴壁的互锁。M. Fiebig 等人[92]利用非线性光学二次谐波发射（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SHG）的方法直接观察到了 h-YMnO3 中铁电畴壁与反铁磁畴壁的耦合

（图 1.14(d-g)所示），证明了不存在独立的铁电畴壁：所有的铁电畴壁均与反铁磁

畴壁耦合在一起。值得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反铁磁畴壁都是铁电畴壁。 

1.2.4  六方铁氧化物单相多铁材料研究进展 

近些年，与 h-REMnO3 同构型的体系 h-REFeO3 成为研究的热点材料。这种驱

动力主要来源于研究者们对室温多铁性以及强电磁耦合性的诉求与 h-REMnO3 中

较弱的磁相互作用之间的矛盾。研究者们希望通过利用具有较强原子磁矩的过渡

金属，如 Fe3+离子，替换 Mn3+离子的方式实现体系磁性的增强。由于 Fe3+离子（S 
= 5/2）在根源上具有较 Mn3+离子（S = 2）强的磁矩，因此 h-REFeO3 体系在磁有序

温度和磁化强度方面均有一定的优势[94]。 
REFeO3 体系与 REMnO3 体系具有类似的物理性质，但与 REMnO3 体系不同的

是，对于 REFeO3 体系，即使体系采用 小离子半径的 RE3+离子（如 Lu3+离子），

其单晶状态下仍然更倾向于稳定在正交晶系而非六方晶系[26]。h-REFeO3 体系可以

通过在适当基底上（如 YSZ (111)或α-Al2O3 (001)基底）生长外延薄膜[35, 94]，或特

殊的化学生长方法[95]实现（图 1.15(a)展示了具有 P63cm 对称性的 h-LuFeO3 晶胞模

型）。典型地，S. M. Disseler 等人[94]利用(111)面的 YSZ 基底生长得到了 h-LuFeO3

薄膜，如图 1.15(b)和(c)所示。在 h-REFeO3 体系中，铁电极化出现在室温以上（总

结在图 1.16 中），例如 Y. K. Jeong 等人[96]实验测得 h-LuFeO3/Pt (111)/Al2O3 (001)
薄膜的铁电极化转变的居里温度为 560 K，室温下的铁电极化强度为~6.5 μC cm-2。

值得注意的是，其它一些实验结果报道了更高的铁电极化转变温度，例如王文彬

（W. B. Wang）等人[35]发现，从非极化态向极化态转变的温度约为 1050 K。另外，

对于 h-YbFeO3，铁电极化在 470 K 和 225 K 两个温度下发生转变，对应的铁电极

化值分别是~4 μC cm-2 和~10μC cm-2，如图 1.16(g)和(h)所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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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表征h-LuFeO3/YSZ (111)薄膜[94] 
(a)  h-LuFeO3晶体结构示意图（空间群：P63cm）。(b) h-LuFeO3/YSZ (111)薄膜的

室温X射线衍射分析（XRD）图。衍射谱中只有(001)面的衍射峰，基底的衍射峰用*
表示。(c) h-LuFeO3/ YSZ (111)薄膜[110]带轴的HAADF-STEM图像。Lu原子具有

“上-下-下”的结构，表明向下的铁电极化。(d) M-T曲线。插图为高温下不同测量

磁场下的场冷曲线 

对于 h-LuFeO3 的磁性质，不同研究组之间仍存在一定争议。王文彬（W. B. 
Wang）等人[35]的中子衍射的实验结果揭示了 h-LuFeO3 具有高于室温的反铁磁有

序温度，TN ~440 K。而其它一些研究组的实验结果表明，磁性有序的转变温度在

115 K 到 155 K 之间（与基底的选择有关）[94, 98]。虽然尼尔温度的数值仍存在争

议，但可以肯定的是，与 h-REMnO3 体系一致，h-LuFeO3 体系具有非共线的磁结

构：由于面内的反铁磁超交换相互作用，体系具有 120°非共线的自旋构型，并受

控于 DM 相互作用。在一些情况下，例如所有的 h-REFeO3 体系和部分 h-REMnO3

体系中，层间的反铁磁超交换相互作用不可忽略，此时，自旋向 c 方向倾转，从而

使得体系出现沿着 c 轴方向的宏观净磁矩[26, 80]。例如，在 h-LuFeO3 中，由于 DM
相互作用，能够出现 0.02 μB/Fe 的磁矩。理论研究表明[80]，h-REFeO3 体系具有本

征的、受自旋-晶格耦合调控的电磁耦合效应，而且这种电磁耦合是一种体效应。 



第 1 章   绪论  

 23 

 
图1.16  几种h-REFeO3薄膜的铁电性质[26] 

(a)-(f) h-LuFeO3薄膜：(a) 利用压电力显微镜测量得到的电滞回线。插图为振幅和相

位。 (b) 一定电偏压大小下的铁电畴花样。(c)偏压为零时的铁电畴花样。(a)-(c)图
来源于参考文献[35]。(d) 300 K下测得的电滞回线。(e) 热电曲线表明居里温度为563 

K。(f) 介温曲线。(d)-(f)图来源于参考文献[96]。 
(g)和(h) h-YbFeO3：(g) 15 K和300 K下的电滞回线。(h) 热电曲线表明铁电相到顺电

相为两步转变。(g)和(h)来源于参考文献[97]  

近期铁氧化物多铁材料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进展是 J. A. Mundy 等人[19]在

(h-LuFeO3)9/(LuFe2O4)1 的外延超晶格薄膜中实现的室温下的多铁性，如图 1.17 所

示：M-T 曲线表明体系具有高于室温的磁性有序温度（TC ~ 281 K）； X 射线线性

二向色性谱（XLD）表明体系的铁电极化转变温度远高于室温（>700 K）。其中

LuFe2O4 是一种电荷有序、亚铁磁材料（在本论文第七章中进行详细介绍）。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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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FeO3 与 LuFe2O4 的界面耦合效应，使得超晶格薄膜体系同时具有较高的铁电极

化和磁性转变温度。这种界面效应导致的体系磁性增强（超晶格的磁性强于单独的

每一个组元）可能来源于：（1）界面处 h-LuFeO3中 MnO5六面体畸变诱导的 LuFe2O4

中的电荷有序构型的转变，进而引发磁性改变；（2）所谓的“自掺杂”效应。这

种室温下多种铁性序参量的共存和耦合是多铁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为室温多铁

性耦合器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图1.17  (h-LuFeO3)m/(LuFe2O4)1超晶格体系的铁电性和铁磁性表征[19] 

(a) HAADF-STEM图像举例展示(h-LuFeO3)m/(LuFe2O4)1 (1≤ m ≤10)超晶格体系的显微

结构。(b) M-T曲线表征一系列(h-LuFeO3)m/(LuFe2O4)1超晶格薄膜的磁性转变温度，

M0为1.8 K下的磁化强度。(h-LuFeO3)9/(LuFe2O4)1体系的居里温度约为281 K。(c) 不
同磁场下(h-LuFeO3)9/(LuFe2O4)1超晶格薄膜的磁滞回线。(d) 不同温度下的XLD信

号。信号强度突变的温度对应铁电极化的转变温度。(h-LuFeO3)9/(LuFe2O4)1体系的

转变温度超出了测量范围（>700 K）。(e) (h-LuFeO3)9/(LuFe2O4)1超晶格薄膜面外的

PFM图像。青绿色和红色区域分别对应极化沿c方向向上和向下的畴。极化后的花样

可以保持100小时以上 

1.3  复合多铁材料研究进展 

由于单一体系中很难保证铁电极化和铁磁性同时具有较高的量级和转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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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具有较强的耦合作用。因此研究者们也致力于发展多相复合体系，将具有大压

电系数的铁电体与具有强磁致伸缩的铁磁体按照一定的结构复合起来，利用应力

作为媒介实现两种性质的较强耦合[99]：在组分 1 中，磁滞伸缩效应使得体系在磁

场下引入应变，应变通过组分 1 和组分 2 之间的应力耦合传递到组分 2 中，在组

分 2 中，逆压电效应使得应变转变为电压信号。这种电磁耦合机制的耦合系数可

以达到单相多铁材料的 108 倍[100]。但遗憾的是，这种电磁耦合现象只能在微波频

率下以特定的、有限的条件操作才能被观察到。另外一种机制是利用应力改变晶胞

的大小和各向同性，使得晶胞稳定在非中心对称的极化态，同时保证以上过程独立

于磁有序性。Ba 基 SrMnO3 块体材料中的多铁性就是依赖这种机制[101]：其中的应

力通过化学方法掺杂的具有大离子半径的 Ba3+离子引入。 
目前，复合多铁材料体系主要有 0-3 型，1-3 型和 2-2 型三种[99]。其中由于外

延异质结薄膜制备工艺的发展以及在器件化应用方面的优势，2-2 型复合体系是重

点的研究类型。1.2.4 节中讨论的(h-LuFeO3)m/(LuFe2O4)1 体系就是 2-2 型多层复合

体系的典型代表。同时，基底与薄膜之间的界面应力（外延失配应力、热应力等）

也能够实现对单层薄膜的显微结构和电子结构的调控，从而实现薄膜物性的改变，

或者获取更加丰富的界面物性，如界面二维电子气等[102]。 

1.4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亮点 

本论文以多铁材料研究领域的重点关心问题为出发点，充分发挥电子显微学

方法在该领域研究中的优势，以极具代表性的多铁性材料体系 h-REMnO3、h-
REFeO3 以及电荷有序多铁材料 LuFe2O4 为研究对象，从介观尺度到原子尺度，系

统探讨了晶格、电荷和自旋的耦合和调控。研究内容包括拓扑涡旋畴的显微结构和

电子束调控下的动态行为、面内氧空位对 h-YMnO3 单晶几何铁电性的调控、外延

应力对 h-YMnO3 薄膜磁性质的调控以及新型电荷-晶格二次调制结构的系统解析。

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多铁材料中铁性序参量之间的耦合以及隐含的物理问题。 
第二章系统介绍了该论文研究中使用到的电子显微学研究方法及相关原理：

从电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出发，重点介绍了电子衍射术、像差校正高分辨透射电子

显微术、扫描透射电子显微术、电子能量损失谱及其它极具特色的电子显微术。本

章内容是后文研究内容的铺垫； 
第三章探究了 h-YMnO3 涡旋畴和带电畴壁的结构和分类、以及电子束调控下

带电畴壁和涡旋畴的演化行为。亮点：利用非接触式手段（电子束）实现了铁电畴

的可逆改写，为涡旋畴的功能化提供了机会； 
第四章探究了钪掺杂的六方铁氧化物体系 h-(Lu1-x,Scx)FeO3 的显微结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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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的化学组成、电子结构、涡旋畴结构和以及铁电性和磁性质，阐明了 Sc 元素

在体系中的分布及其对涡旋畴结构稳定所起的作用。亮点：首次解析了六方铁氧化

物多铁材料 h-(Lu1-x,Scx)FeO3 涡旋畴的原子分辨结构及其可能的形成机制； 
第五章探究了 h-YMnO3 缺陷态下的几何铁电性。通过对氧空位引入的 h-

YMnO3 几何铁电极化的异常现象的原子级别表征、定量分析以及理论计算，得到

了面内氧原子在 h-YMnO3 几何铁电极化起源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亮点：给出了氧

空位对几何铁电性影响的作用机制，证明了 Y 4d-O 2p 轨道杂化对几何铁电体铁电

极化的贡献，提出了将氧空位看作调控多铁性和电磁耦合的原子级调控元素的观

念； 
第六章探究了 h-YMnO3 缺陷态下的磁性质。借助于外延异质结薄膜生长手段，

在(001)面的α-Al2O3 基底上生长了具有周期性应力状态的 h-YMnO3 薄膜，实现了

对 h-YMnO3 薄膜中氧空位位置的改变，进而实现了 h-YMnO3 薄膜磁性质的调控。

亮点：利用应力工程，实现了 h-YMnO3 薄膜中丰富的磁性状态，并同时保存了薄

膜的铁电性；构建了应力状态-缺陷状态-磁性状态之间的联系； 
第七章发现并系统探究了一种新型的电荷-晶格调制结构。在空位掺杂的

LuFe2O4+δ体系中，系统探究了新型的晶格、电子结构和电荷有序性的调制，首次

实验发现并定义了一种新型的调制结构，即二次调制结构（SOM）。给出了二次调

制结构的正空间、倒空间和能量空间的特征以及数学表达，进而定义了一种更加完

善、更加普适的调制结构序参量。亮点：首次发现并定义了新型的二次调制结构；

新型的调制结构序参量，完善了对调制结构相位空间、振幅空间的表达，促进了对

调制结构的准确描述以及其中隐含的耦合作用的理解，能够广泛地应用到各种有

序性体系中。 

1.5  本章小结 

多铁材料领域的发展，是基础理论和器件化应用方面的同时进步。一方面，对

于多铁材料的一些基本物理量，包括铁弹性（εij），铁电性（P）以及铁磁性（M），

逐渐深入的认识，驱使我们对于一个空间反演与时间反演均非对称的物理量-环形

力矩（toroidal moments）的探索[103]。同时，基于“从头算（ab initio calculations）”

的方法，也允许我们设计新的材料体系、探讨新的可能的耦合机制[104]。材料制备

工艺的发展，以及对 Si 基半导体工艺兼容性的提高，促使了铁电随机存储器

（FeRAM），磁随机存储器（MRAM）以及铁电/多铁隧道结（FTJ/MTJ）的问世。

对于电磁耦合机制的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电场（而非电流）诱导的非易失性磁存

储器件的发展。因此，多铁材料研究领域在理论研究与器件发展方面都有广阔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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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间。 
本章中，我们从多铁材料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出发，理清了多铁材料的发展历程

以及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在系统阐述可能的多铁性机制的基础上，对广泛研究的

多铁材料体系进行了分类，梳理了多铁材料研究领域的关键材料体系和及其中包

含的关键科学问题。本章的主体内容是对单相多铁材料体系的讨论：系统介绍了广

泛研究的单相多铁材料 BiFeO3 的性质和研究内容；重点介绍了六方锰氧化物和六

方铁氧化物的铁电性、（反）铁磁性以及耦合性质。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不仅对

前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综合梳理，挖掘了研究的关键问题以及争议点，同时也联系

后续章节的研究内容，对相关问题提出了理解和看法。本章内容一方面作为后续章

节研究内容的背景知识和铺垫，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对本论文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

容的总结，凸显其中的关键问题和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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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实验方法与原理 

2.1  本章引言 

材料科学的发展伴随着新材料的探索发现、系统研究和实际应用。材料的系统

研究是对材料结构、性能和物理机制的全面认识。对材料的观察表征是这一过程中

初步也是 根本的环节。随着材料科学的快速发展，这种观察的诉求从宏观尺度

发展到介观尺度直至现如今的原子尺度。材料学家也因此对观察工具（显微镜）的

分辨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果把材料的微观世界比作一片浩瀚的星空，那么

显微镜就是材料科学家发现这片星空中不计其数的耀眼明星的“天眼”。因而，历

史上每次显微镜分辨率的大幅提升都直接带来材料科学研究的显著进步。 
对于显微镜的分辨率，尤其是光学显微镜（VLM），可以用瑞利（Rayleigh） 

判据进行衡量： 

 
 

（2-1） 

其中λ 是光源波长；μ是观察介质的折射率；β是放大镜的收集半角。因此，以可见

光作为光源时，受限于可见光的波长范围，分辨率存在上限（以光谱中间的绿光为

光源时，分辨率约为 300 nm）。在上个世纪之交，人们对光学显微镜的这种局限

性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解，这促使该领域的巨头之一恩斯特·阿贝（Ernst Abbe）抱怨

道：“期望人类的聪明才智能够找到突破这一局限的方法和途径是一种可怜的安

慰。”他终究没能看到突破局限的这一天的到来。他去世的时间（1905 年）比德

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创造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早了大约 20 年。1925 年，Louis 
de Broglie 提出电子具有波动性特征，并得到了著名的电子波长λ与动量 p

（=(2m0eV)1/2）之间的关系[105]： 

 1/2
0(2 )
h

m eV
λ =  （2-2） 

为了便于估计，对单位做带入计算后可得到λ与能量 E 之间的简化公式（忽略单位

的不一致性；λ单位为 nm，E 单位为 eV）：λ=1.22/E1/2。容易估算，对于能量为 100 
kVe 的电子，其波长只有约 4 pm，远小于原子半径。这为以电子替代可见光作为

显微镜的光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紧接着，在 1927 年，C. Davisson 和 L. H. 

0.61=
sin

λδ
μ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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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er 研究组[106]以及 G. P. Thomson 和 J. J. Reid 研究组[107]，分别独立地进行了

经典的电子衍射实验，证明了电子的波动性。这为电子显微镜的出现奠定了必要的

实验基础。此后不久，电子显微镜的想法就被提出，并第一次出现在 M. Knoll 和
E. Ruska 的论文中（1932 年）[108]。在论文发表的一年内，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极

限就被电子显微镜超越了。20 世纪 30 年代，Knoll 和 Ruska 在德国柏林研制出了

世界上第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如图 2.1(a)所示。商业的电子显微镜在四

年后出现。从诞生之日起，电子显微镜就在材料科学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图2.1  具有代表性的透射电子显微镜 

(a) Knoll和Ruska研制的世界上第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109]。(b) 一台高压透射电子显

微镜[110]。(c) 现代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典型代表 

从诞生之日起，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也不断地迈上一个又一个台阶（如图

2.2 所示）。从公式（2-1）和（2-2）分析可以得到，电子显微镜的分辨能力（δ-1）

与电子束波长成反比，进而与电子束的能量成正比。这一关系也促使了 1960s 年代

高电压电子显微镜（HVEMs）的出现。高电压电子显微镜的加速电压可以达到 1 
MV 到 3 MV 不等（现代普通 TEM 的加速电压一般在 30 kV-200 kV 范围）。通过

提高加速电压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提升电子显微镜的分辨能力（暂且不考

虑超高能量电子给样品带来的极强的辐照损伤），但这种提升作用到 1990s 年代时

基本达到极限。电子显微镜分辨率的进一步推进遇到了瓶颈。球差校正技术和球差

校正器的出现（本章第 2.4.4 小结）使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突破了这一瓶颈，并彻

底改变了透射电镜的发展模式。在并不高的加速电压下，球差校正技术使透射电镜

的分辨率真正步入了亚埃范围（以本实验室中的负球差校正的透射电镜为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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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模式下的信息分辨率可达到≤ 0.8 Å）。图 2.2 显示了透射电子显微镜分辨率

的发展历程，其中曲线中的每一个转折点都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新技术的出现[111]。 

 

图2.2  透射电子显微镜分辨率的发展历史[111] 

近期，电子叠层扫描显微术（electron ptychography）的理论和实验技术的发展

以及像素阵列探测器（EMPAD）的成功研制，合力将透射电子显微镜分辨率推向

了深亚埃范围，达到了 0.39 Å[112]。这一新的透射电镜显微技术必将带来材料研究

领域新的革命性的进展。 

 
图2.3  基于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STEM）和像素阵列探测器（EMPAD）的叠层扫

描显微术（ptychography）[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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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射电子显微镜和与之紧密相关的电子显微术是本论文中研究锰氧化物和铁

氧化物多铁材料显微结构、电子结构等的主要手段。电子显微术是指研究者们基于

透射电子显微镜中电子与物质相互作用时产生的信号而发展的一系列研究手段，

主要包含：电子衍射术、高分辨电子显微术、扫描透射电子显微术等等。充分利用

电子显微术，能够获得材料在实空间、倒空间和能量空间的全面的信息，从而为材

料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支持。因此，本章将从电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出发，系统介绍

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和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STEM）的工作原理、成像机理

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电子显微术。本章内容是后续研究内容章节的重要铺垫。 

2.2  电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电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是电子显微镜能够用于材料研究的基础。电子与物质

的相互作用是电离辐射的一种，这种辐射能够将电子的一部分能量转移到样品中

的单个原子上，因此具有将受原子核束缚的内壳层电子从原子核的引力场中移除

的能力。利用电离辐射的一个优势是能够从样品中释放一系列带有样品特性的二

次信号。这些二次信号是表征样品结构、化学组成等的重要依据[110]。 

 

图2.4  电子与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二次信号[109] 

具有一定能量的电子（在电子显微镜中该值一般在 1 keV-400 keV 范围）入射

到物质上时，除了少数电子能够穿过样品并不损失能量，大部分电子与物质之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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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弹性或非弹性相互作用，即所谓的弹性散射和非弹性散射，从而产生一系列信号。

典型的信号包括二次电子（secondary electron，SE）、背散射电子（back-scattering 
electron，BSE）、俄歇电子（Auger electron，AE）、弹性和非弹性散射电子等等

[110, 113, 114]。图 2.4 汇总了二次信号的种类和对应的能量范围[110]。 
基于电子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类型和产生的信息，透射电子显微镜中的主要分

析手段包括：衍射、成像和电子能量损失谱等[110, 114]。详细地，弹性散射的电子常

常用于电子衍射及衍射成像（衍射衬度像）、高分辨成像（透射电镜高分辨显微术

（high-resolution TEM，HRTEM）、扫描透射电镜高角环形暗场像（high-angle annular 
dark field STEM，HADDF-STEM）等）、背散射电子（BSE）成像等。而非弹性散

射电子由于经过与样品中的原子之间的能量交换，因此携带了样品的电子结构信

息，如能带结构等。常用的显微方法包括，二次电子（SE）成像，电子能量损失谱

（electron energy loss spectrometry， EELS），X 射线能量色散谱（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metry，EDXS）等。 

2.3  透射电子显微镜的结构 

透射电子显微镜构造的出发点是充分利用电子与物质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

信号，以实现探索和揭示物质内部结构的目的。电子显微术与电子显微镜的结构密

切相连。 
透射电子显微镜的构造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依照不同系统功能的不同，一般地，

透射电子显微镜可以分为五个主要系统：照明系统、成像系统、记录系统、真空系

统和电器系统[110, 114]。前三个系统有时也被合称为电子光学系统，是透射电子显微

镜功能化实现的核心系统。真空系统和电器系统是透射电镜能够正常工作的重要

保障。 
现代先进的透射电子显微镜是一件复杂而极精密的科研仪器。毫不夸张地说，

透射电镜可以作为新时代工业化先进水平的代表。图 2.5 给出了一个典型的现代先

进的透射电子显微镜的结构剖面[115]，清晰地显示了各个组成部分及元器件的形貌

和相对位置。这台先进的透射电子显微镜与本实验室中所使用的透射电子显微镜

（Titan Cubed Themis G2 300 (S)TEM）的配置大体相同。因此，此处给出了剖面结

构的详细解析以及各部件的详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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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典型的现代先进透射电子显微镜的结构剖面图和相关参数指标[115] 

（1）照明系统 

透射电子显微镜的照明系统主要包括电子枪和会聚透镜，实现的功能是将由

电子枪发射并加速的电子在会聚透镜的会聚作用下实现不同的照明条件[110, 114]。电

子枪是透射电镜的电子源，能够提供高亮度、小截面和高稳定性的电子束。电子枪

包含发射电子的灯丝（阴极）、阳极和栅极三部分。按照发射和加速电子的方式的

不同，电子枪大致可以分为热发射（可采用 W 灯丝或 LaB6 灯丝）和场发射（field 
emission gun，FEG）（W 灯丝）两种。前者依赖于把灯丝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

使其表面的电子获得足够的能量，进而克服阻止它们逸出的屏障（即功函数），从

灯丝表面发射。场发射枪的原理是电场强度在灯丝尖端（小于 0.1 微米）处显著增

加，因而借助于极高的电场力可以将表面电子“拉出”。相对于热发射枪，场发射

枪具有更好的单色性。图 2.6 给出了热发射枪和场发射枪的原理示意图和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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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热发射电子枪和场发射电子枪的原理示意图及实物图[110] 

表 2.1 显示了不同电子源的特征参数。这些特征参数是表征电子源性能的重要

指标。通过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冷场发射枪具有相对优异的性能，但其对真空系统

等方面的要求也相对较高。 

表2.1  主要电子源的特征参数[110] 

 单位 钨 LaB6 肖托基场发射 冷场发射 

功函数,Φ eV 4.5 2.4 3.0 4.5 

Richardson 常数 A/m2K2 6×109 4×109 -- -- 

工作温度 K 2700 1700 1700 300 

电流密度 (100 kV) A/m2 5 102 105 106 

交叉截面尺寸 nm >105 104 15 3 

亮度 (100 kV) A/m2sr 1010 5×1011 5×1012 1013 

能量分散度 (100 kV) eV 3 1.5 0.7 0.3 

发射电流稳定性 %/hr <1 <1 <1 5 

真空度 Pa 10-2 10-4 10-6 10-9 

寿命 hr 100 1000 >5000 >5000 

 
（2）成像系统 

成像系统主要由几组磁透镜组成，实现改变电子束的运动轨迹的功能。成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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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主要包含物镜、中间镜（一个或两个）和投影镜（一个或两个）[114]。物镜在成

像系统中占据头等地位，能够给出样品的第一放大像和衍射谱。为了获取高的分辨

能力，物镜一般为短焦距磁透镜。由于经过物镜的电子束会由中间镜和投影镜放大，

这意味着物镜的任何缺陷都将被随后的中间镜和投影镜放大。因此，电子显微镜的

分辨本领本质上取决于物镜的分辨本领。后者与物镜极靴的设计和性能密切相关。

由于磁透镜本身的固有不足，物镜的理论分辨率主要取决于球差和衍射误差。而实

际操作中，色差、像散、合轴、漂移等都会影响物镜的分辨能力。中间镜为长焦距

弱磁透镜，主要功能是将第一放大像或衍射谱进一步放大。中间镜的物平面位于物

镜的像平面（成像模式）或后焦面（衍射模式），像平面位于投影镜的物平面。不

同模式之间的切换可以通过调节中间镜的励磁电流实现。投影镜是成像系统的

后一级，实现中间镜像的进一步放大、投影到记录系统中。与物镜一样，投影镜也

是强励磁透镜，放大倍数一般略大于物镜。投影镜工作在恒定励磁电流下，因此放

大倍数固定。由于电子束进入投影镜时孔径角很小，因此投影镜同时具有大的物空

间和像空间景深。这保证了在中间镜电流改变以获得不同放大倍数时，即使不改变

投影镜的励磁电流，也能使图像保持清晰。 

 

图 2.7 磁透镜 [110] 
(a) 磁透结构剖面图。(b) 磁透镜实物图。(c) 过聚焦、正焦和欠聚焦光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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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记录系统 

记录系统主要包含荧光屏和相机。前者表面涂有在电子轰击下具有高发荧光

效率的物质，用于直接观察成像结果[114]。后者主要是将电子的强度信息转变为电

压信号，用于数据的记录。常用的相机有基于电荷耦合器件（charge coupled device，
CCD）的相机[116]以及近些年发展的直接电子探测（direct electron detector）相机[117, 

118]。直接电子探测相机具有高灵敏度和高动态范围等特点，对弱的图像信号或谱

学具有优势，因此在低剂量要求的情况下（如易辐照损伤的样品）具有高的应用价

值。 
（4）真空系统 

真空系统主要用于维持电子枪、镜筒等处的真空度，以保证了电子枪发射以及

电子在镜筒中行进时尽可能地减小能量损失，进而使电子束具有足够的速度和穿

透力[114]。高真空度也有助于减小灯丝氧化、避免高速电子与气体分子相互作用产

生炫光、或气体分子的放电现象导致的图像质量下降。 

2.4  透射电子显微术 

2.4.1  电子衍射 

电子的运动方向（同时可能还有能量）在原子库仑场的作用下发生改变的行为

被称之为散射[110, 114]。电子只改变运动方向而保持能量基本不变（忽略原子核在与

电子相互作用中的微小位移和声子震荡）的散射为弹性散射，满足卢瑟福

（Rutherford）散射模型；而其运动方向与能量均发生改变的散射被称之为非弹性

散射。非弹性散射过程中，电子激发原子的内壳层电子使原子被电离，同时入射电

子的能量衰减，转变为热、光、X 射线或二次电子等。弹性散射是电子衍射的基础；

非弹性散射能够提供原子的电子能带（级）结构信息。 
（1）衍射几何 

电子衍射本质上是一系列原子对电子散射行为的集中体现[110]。该过程可以类

比光学衍射中的惠更斯-菲涅尔（Huygens-Fresnel）原理。入射电子平面波与原子发

生相互作用，产生的散射波之间相互干涉，根据光程差的不同出现干涉相长或干涉

相消。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利用经典的光学衍射的方法，提出了当不

同衍射波的光程差满足波长的整数倍时（即 hλ，h 为整数）为同相位，并依此构建

了著名的劳厄方程（参照图 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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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此基础上，威廉·劳伦斯·布拉格 （William Lawrence Bragg）将其进一步简化，

把衍射行为看作是入射平面波在原子面处的反射，如图 2.8(b)所示。从而给出了经

典的布拉格定律： 

  （2-4） 

其中，θB为布拉格角，是描述电子散射的重要参数；d 为原子面的间距。 

 

图2.8  (a) Laue计算波的路径差的方法。(b) 衍射的Bragg描述：平面波以θ角入射到

间隔为d的原子平面上产生反射[110] 

对于电子衍射，布拉格定律在数学上是近乎完美的表达，布拉格本人也因此获

得了 1915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布拉格定律并不是物理上的准确描述。更严格

地，可以通过在倒空间（reciprocal space）中的矢量推导，给出更为准确的电子衍

射几何的图像，如图 2.9(a)所示。图中 kI 和 kD 分别为入射波和衍射波波阵面的法

线矢量，K（= kD - kI）为差分向量，其模长（|K|）总是等于 2sinθ/λ。在布拉格衍

射条件下，K = g。g 的模长（|g|）为晶面间距倒数，即 1/d。由图 2.9(a)容易推导得

到经典的布拉格定律，即公式（2-4）。 
透射电镜中的衍射过程可以通过构造倒空间中的 Ewald 球来描述。Ewald 球

的半径为电子束波长的倒数，即 1/λ，如图 2.9(b)所示。因此，凡是被 Ewald 球面

切割到的倒易格点都满足布拉格条件。理想状态下，只有严格满足公式（2-4）定

义的布拉格衍射条件，才会被 Ewald 球面切割到，从而产生布拉格衍射峰。但实际

情况中，由于电子束能量较高，导致电子束波长很短（300 keV 能量的电子束波长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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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λ = 1.97 pm），因此，Ewald 球半径很大；同时，由于透射电镜样品很薄，因此

其在倒空间为拉长的倒易杆。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即使偏离严格的布拉格衍射条件，

也能观测到衍射峰。图 2.9(b)显示了当偏离布拉格衍射条件Δθ时的衍射几何。值得

注意的是，高的电子束能量也使得电子衍射中的散射角会非常小（mrad 量级），

这导致发生衍射的晶面几乎平行于入射电子束，这是入射电子束对应着系列衍射

晶面的晶带轴的原因。 
在 TEM 的几何条件下，进一步推导可以得到[119]： 

  （2-5） 

其中，R 为底片（或相机平面）透射斑(000)与对应衍射斑(hkl)之间的距离；L 为

Ewald 球中心（即样品平面）到底片中心的距离。公式（2-5）是处理衍射花样的基

本关系式。 

 

图2.9  电子衍射的衍射几何[110] 
(a) 倒空间中表示入射束矢量kI、衍射束矢量kD、K矢量（=kD-kI）、θ和电子束波长

λ之间的几何关系。(b) Ewald球切割倒易点阵示意图。(c) 偏离布拉格衍射条件时，

Ewald球切割倒易杆的示意图。(d) 实空间与倒空间几何形状的对应 

= λRd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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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学电子衍射 

原则上讲，所有的电子衍射过程均为动力学过程。只有当样品是超薄样品（可

认为只发生了一次散射）或远离强衍射条件时，可以利用运动学衍射进行简化近似。

多原子的运动学衍射可视为以单原子散射因子为权重的波的相干叠加[110]。因此，

首先介绍单原子对电子的散射过程。 
本质上，原子对电子的散射主要来源于原子核的卢瑟福散射，散射因子（fe）

取决于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的总的静电场分布。基于电子散射的量子力学描述，解电

子波函数的薛定谔（Schrödinger）波动方程可以推导得到单个原子对电子的散射因

子： 

 
2

2
2( , ) ( ) ( )

2 sine x
imef Z f− λθ ϕ = −

θ
 （2-6） 

其中，Z 为原子序数；fx表征原子核周围的电子分布。由此公式可知：（1）原子对

电子的散射以小角度散射为主， ；（2）重原子的散射强度大于轻原子，即

有 ；（3）散射强度与入射电子的能量成反比，即 。 
由于晶体单胞由原子的有序排列形成，因此晶体单胞对电子的散射是单胞中

各原子对电子散射的合成贡献。将入射电子束看作平面单色波，借助于经典的衍射

几何分析，可以得到电子束被单胞衍射后的振幅为： 

 
 

（2-7） 

其中，fj(θ)为单胞（共 n 个原子）中第 j 个原子的原子散射因子，可以利用公式（2-
6）计算得到；rj定义了单胞中第 j 个原子在单胞中的位置： 

  （2-8） 

考虑K = g的情况，对于有限的完美单胞有： 

  （2-9） 

因此，可以得到单胞的结构因子为：  

 
 

（2-10） 

基于公式（2-10）可以计算不同类型晶体点阵的结构因子，从而获得衍射消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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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19]。 
在运动学近似中，衍射束的强度 Ihkl与结构因子的平方成正比，即： 

  （2-11） 

因此，容易推导得到： 

  （2-12） 

即所谓的弗里德尔（Friedel）定律[110, 120, 121]。在运动学近似中，不论晶体是否具有

中心对称性，Friedel 定律总是成立。这也是限制运动学电子衍射应用范围的一个

重要原因。相当一部分衍射现象的解释都只能依赖于动力学衍射理论。 

 

图2.10  描述运动学电子衍射和动力学电子衍射区别的示意图 

（3）动力学电子衍射 

动力学衍射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被一组原子面衍射的电子能够被同一样品

中的其它原子面再次衍射，这个过程可以用图 2.10(b)示意性地表示[110, 121]。这种多

次散射行为发生的物理原因是电子束与晶体中原子之间的强相互作用力来源于库

仑力。对于 X 射线，其受原子库仑力的作用较小，更加趋向于一次散射，因此通

常可以用运动学衍射的方式处理。 
考虑所有通过晶体的电子束，可以写出总的电子束波函数： 

  （2-13） 

其中，φ0 为透射束振幅；φg1 和φg2 等为衍射束的振幅；χ表征对应的波矢（为真空

中矢量，区分于晶体中的矢量 k，大多数时候可以将χ写作 k）；不同的下标表示矢

2
hkl hklI F∝

=hkl hkl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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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同的终点。 
对于单位面积含有 n 个单胞、晶面间距为 a 的晶体，衍射束的振幅φg 可以写

做： 

 
 

（2-14） 

其中 rn为每个单胞的位置矢量；ξg为消光距离。双束近似（two-beam approximation）
条件下，即只有一个衍射束被强激发（s = 0），其它衍射束具有很弱的强度（s >>
或<< 0），可以忽略其对φg 的贡献。进而，当φg 变化一个小量时，根据上式可以写

出φg 和φ0 的变化（dz 替代 a）： 

 

 

（2-15） 

这组微分方程以 A. Howie 和 M. J. Whelan（1961）的名字命名，称为 Howie-Whelan
方程。有时为了纪念 Darwin 在 X 射线动力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也称为“Darwin-
Howie-Whelan 方程”[110, 122, 123]。从以上一组微分方程容易看出φ0 的变化依赖于φ0

和φg 两个量，这表明了φ0 和φg 二者的耦合。同时，由于φ0 和φg 不断变化，因此，φ0

和φg 的耦合本质上为“动力学耦合”。双束条件下的 Howie-Whelan 方程给出了动

力学衍射条件下透射束和衍射束的振幅。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了动力学衍射的含

义：即透射束和衍射束的振幅变化依赖于透射束和衍射束而不仅仅是自身，二者相

互耦合。Howie-Whelan 方程是理解 TEM 衍射衬度的基础，例如基于 Howie-Whelan
方程，可以很好地分析等厚条纹和等倾条纹的产生原因。 

通过解 Howie-Whelan 方程，能够预测透射束和衍射束的强度（双束条件下分

别为|φ0|2 和|φg|2）。求解可以得到衍射束的强度为： 

 
 

（2-16） 

其中 w = sξg 为无量纲值，与 s 同号；t 为样品厚度。同时，定义有效激发误差 seff

（effective excitation error）为：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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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布拉格衍射束的强度可以写作： 

 
 

（2-18） 

此公式是分析 TEM 中衍射衬度的重要依据。当 s≫1/ξg 时，满足 seff ≈ s，于是有： 

 
 

（2-19） 

即为运动学近似。 

2.4.2  衍射衬度像 

根据电子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机理，可以把电子显微像的衬度分为三类：质厚衬

度、衍射衬度和相位衬度[110, 114]。需要说明的是，任何时候，只要有一束以上的电

子束贡献图像衬度，原则来讲，都包含相位衬度。尤其是当提到“条纹”时，本质

上指的是相位衬度现象（由于包含了波的干涉）。虽然我们经常区分相位衬度和衍

射衬度，但这种区分通常是人为的。 为典型地，对于等厚条纹和堆垛层错产生的

条纹，其衬度都是由波的干涉造成的，所以本质上都是相位衬度图像，但习惯性地

把它们称作是双束衍射衬度像[110]。通常认为，在样品厚度≥15 Å 时，衍射衬度起

主要作用；在揭示<10 Å 的结构细节时，相位衬度起主要作用[114]。 
衍射衬度是振幅衬度的一种，由布拉格角上的相干弹性散射电子形成。图像中

的衍射衬度主要有两种原因：（1）样品的厚度发生改变，即所谓的 t 效应，称之

为等厚条纹；（2）样品的衍射条件发生改变，即所谓的 s 效应，称之为等倾条纹。

质厚衬度是另一种振幅衬度，由非相干弹性散射电子形成。根据选择的电子的不同，

形成振幅衬度的方式有明场（BF）成像或暗场（DF）成像，如图 2.11 所示。前者

通过物镜光阑选择透射束得到，后者通过物镜光阑选择任一衍射束得到。值得一提

的是，普通暗场成像中，物镜选择了离轴的电子进行成像（如图 2.11(b)所示）。而

离轴越远的电子受像差的影响越大，因而成像质量越差。同时，在调整物镜电流以

实现焦距变化时，图像也会在荧光屏上移动，带来观察的不便。因此，为了得到较

好质量的暗场像，我们需要将离轴电子拉回光轴。这可以通过倾转电子束实现（如

图 2.11(c)所示），也就是所谓的中心暗场像（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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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明场像、暗场像和中心暗场像的光路图[110] 

(a) 选择透射束成像获得明场像（BF）。(b) 选择特定的离轴衍射束形成暗场像

（DF）。(c) 选择沿光轴方向的衍射束（倾转电子束实现）得到中心暗场像

（CDF） 

质厚衬度可以利用任何散射的电子得到，然而为了得到好的衍射衬度像， 好

的成像条件为双束条件（two-beam condition），即只有一个衍射束被强激发（另一

束为透射束），如图 2.12 所示。同时，为了得到良好的对比度（衬度），样品不

能处于严格的布拉格衍射条件（s = 0）而应当稍微偏离（s 为较小的正数）。 

 
图2.12  双束中心暗场的获得[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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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包含透射束和+g(hkl)衍射束的标准双束条件。(b) 将入射束倾转 2θ 以使

+g(hkl)衍射束移至光轴，此时+3g(hkl)衍射束强激发而+g(hkl)衍射束强度减弱。

(c)为使+g(hkl)衍射束沿光轴方向并同时强激发以得到中心暗场像，需先激发-
g(hkl)衍射束，然后再将原本较弱的+g(hkl)衍射束移至光轴并强激发  

衍射衬度的应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缺陷的表征，如晶界、相界面、堆垛

缺陷等导致晶格平移性改变的因素或线缺陷，如位错，应力场等导致晶格旋转性改

变的因素。以完美晶体中存在面缺陷为例，由 Howei-Whelan 方程出发，可以分析

其衬度的产生原因[110]。当完美晶体中存在面缺陷时，Howie-Whelan 方程变化为： 

 

 

（2-20） 

与完美晶体（公式（2-15））对比能够发现，当面缺陷存在时，仅多出了一个 2πig·r
相位项。这个相位项可以被定义为α，当α≠0 时，面缺陷即在图像中表现出衬度。

位错和应力场也可做类似分析。 
衍射衬度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铁电材料畴结构分析以及极化方向的确定。上

文提到，在运动学衍射条件下，总是有 ，即满足 Friedel 定律（不论晶体

是否具有中心对称性）。而在考虑动力学效应时，Friedel 定律失效（具体推导可见

参考文献[124, 125]）。这是利用会聚束电子衍射（convergent-beam electron diffraction，
CBED）能够判断晶体对称性的本质原因[126]。自然地，在铁电体等非中心对称的晶

体中，当考虑动力学衍射效应时，有 。在双束条件下，衍射束 Ig 和 I-g 的

强度可以根据公式（2-18）计算得到。因此，根据 Ig 和 I-g 的相对强弱以及所选定

的衍射条件（g·P 的正负），可以判断极化为 P 的铁电畴在暗场像中对应较亮的区

域还是较暗的区域。这是本论文在涡旋铁电畴结构研究时常用到的方法（第三章和

第四章相关内容）。 

2.4.3  高分辨电子显微术 

高分辨电子显微术是透射电子显微术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其目的是将尽可

能多的有用的样品信息传递到图像中（注意关键词是“有用”）， 大限度地给出

有用的细节[110, 126]。与衍射衬度像不同，高分辨像是一种相位衬度像。下面简单介

绍高分辨显微术的成像原理。 
一般地，对于二维样品，可以用函数 f(x,y)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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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其中 A(x,y)为振幅；φt(x,y)是依赖于样品厚度的相位。对于 TEM 样品，可以做以下

简化：（1）可以进一步简化 A(x,y) = 1；（2）假设样品足够薄而使得二维投影势

函数 Vt(x,y)与势函数 V(x,y,z)之间满足： 

 
 

（2-22） 

在此假设基础上，计算电子束经过样品后总的相位的改变 dφ可得： 

 
 

（2-23） 

其中σ为相互作用常数，与加速电压 E 和电子束波长λ有关（二者互补），倾向于

为常数。式（2-23）表明，相位变化只与二维投影势 Vt(x,y)有关。因此，考虑吸收

效应μ(x,y)时，可以将样品函数 f(x,y)写作： 

  （2-24） 

由于吸收效应很小可忽略，因此样品本质上为相位体，这也就是所谓的相位体近似

（phase-object approximation，POA）。当样品非常薄时，即σVt(x,y)≪1，同时忽略

吸收效应μ和高阶项，可以将上式进一步简化为： 

  （2-25） 

即所谓的弱相位体近似（WPOA）：本质是对于超薄样品，透过的电子束波的振幅

与样品投影势线性相关。 
由于光学系统并不完美，其会将样品中的一个点传递为一个拓展的区域（ 好

的情况下为圆盘），此过程可以描述为函数 g(x,y)。如果将这个过程拓展到样品中

的每一个点，可以表达为： 

  （2-26） 

由于函数 h(r)描述了一个点如何展开成一个圆盘，因此被称为点拓展函数或模糊函

数。为了方便讨论，做如下几个定义：（1）f(r)的傅里叶变换为 F(u)；（2）h(r)的
傅里叶变换为 H(u)；（3）g(r) 的傅里叶变换为 G(u)；（4）光阑用光阑函数 A(u)
表示；（5）波的衰减用包络函数 E(u)表示；（6）透镜的像差用像差函数 B(u)表
示。h(r)告诉我们信息如何在实空间从样品传递到图像；相应地，H(u)告诉我们信

( , ) ( , )exp( ( , ))= − φtf x y A x y i x y

0
( , ) ( , , )= 

t

tV x y V x y z dz

( , , ) ( , )πφ = = σ
λ  td V x y z dz V x y

E

( , ) exp[ ( , ) ( , )]= − σ − μtf x y i V x y x y

( , ) 1 ( , )= − σ tf x y i V x y

( ) ( ) ( ) ( ) ( )′ ′ ′ ′= − = ⊗ −g f h d f hr r r r r r r r



第 2 章   实验方法与原理  

 46 

息（或衬度）如何在 u 空间传递到图像（由于 h(r)的傅里叶变换为 H(u)）。因此，

H(u)被称作为衬度传递函数（contrast transfer function，CTF）。贡献衬度传递函数

的因素包括光阑、透镜像差和波的衰减，因此可以将 H(u)写作： 

  （2-27） 

其中 ( ) exp( ( ))= χB iu u 。 
在弱相位近似条件下，依照公式（2-25），可以将图像中的波函数写作： 

  （2-28） 

如果用 cos(x,y)+isin(x,y)表示 h(x,y)，同时忽略 s2 项（这是合理的，由于 s 本身很

小），推导可以得到强度为： 

  （2-29） 

由上式可以看出，在弱相位近似条件下，只有 B(u)的虚部贡献强度。因此，可以将

B(u)设定为 。从而可以定义新的参量 T(u)，称之为强度传递函数

（intensity transfer function），满足： 

  （2-30） 

注意 T(u)与 H(u)并不相同。只有在样品充当弱相位体时，图像中的衬度无振幅贡

献，只有相位贡献，才可以将 T(u)称之为 CTF。其中χ(u)为相位畸变函数（phase-
distortion function）。 

理想情况是当 u 增加时，T(u)仍然保持为常数。实际中，虽然不能保证 T(u)为
常数，但我们需要的是在不同的 u 取值下，图像具有相同的衬度，从而保证所有的

原子表现为同样的黑点或亮点，而非混合（否则图像难以解释）。这需要保证 T(u)
的符号不发生改变。定义 T(u)与 u-轴的交点为 u1（u1≠0），则 u1 本质上定义了图

像能够被直观解读的极限，即所谓的点分辨率。u1 是高分辨显微成像中的重要参

数。 
下面，我们推导给出χ(u)的表达式。考虑球差和欠焦的影响，样品中一个点被

展宽为圆盘的半径δ(θ)为： 

  （2-31） 

其中 Cs为球差系数（coefficient of spherical aberration）；θ为布拉格角；Δf 为欠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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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θ积分可以得到： 

 
 

（2-32） 

根据布拉格公式，由于θB很小，近似有： 

  （2-33） 

因此，利用λu 替代用表示θ，可以得到χ(u)： 

 
 

（2-34） 

可以看出 sinχ(u)实际上是一个与 Cs（透镜质量）、λ（加速电压）、Δf（欠焦量）

和 u（空间频率）等参数相关的一个复杂函数曲线。曲线的几个重要特征包括：（1）
sinχ曲线从 0 点出发并开始降低，在低频段（u 较小）时，Δf 项起主导作用；（2）
sinχ曲线在 u1 处于 u-轴相交，之后随着 u 的增大，重复与 u-轴相交。  

明显地， 好的传递函数为具有 少零值的函数（即 sinχ(u)尽量少地与 u-轴
相交）。由于χ = π时，sinχ = 0，因此，应使得 sinχ在大的频率范围内具有尽可能

大的值。由于 dχ/du 为零时，sinχ基本上平整；同时χ(u)接近-120°时，sin χ(u)接
近理想曲线。因此 优的欠焦量对应 dχ/du = 0，χ = -120°。对公式求微分可得： 

 
 

（2-35） 

当 dχ/du=0 时有： 

  （2-36） 

同时，χ = -120°时有： 

 
 

（2-37） 

联立可以解得理想欠焦量Δf 为： 

 
 

（2-38） 

这个欠焦量被称为“Scherzer 欠焦”。这是由于 Scherzer 在 1949 年发现可以利用

欠焦来平衡球差的影响，从而优化 C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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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倒空间频率 uSch 和分辨率 rSch 为： 

 

 

（2-39） 

在该欠焦条件下，所有出射的电子束具有几乎不变的相位。与零轴的交点被称作是

仪器的分辨率极限。这被认为是电子显微镜能够给出的 佳的表现。换句话讲，其

是可以直观地解析透射电镜图像的极限。 

2.4.4  像差及像差校正 

上一节已经提到，透射电镜中的磁透镜并不完美，因此会引入一系列像差，包

括：球差、慧差、像散、像曲、畸变、色差等等[110, 127]。各种像差的产生对应的电

子束的光路图如图 2.13 所示。 

 
图2.13  几种像差的光路图 

(a) 像散。(b) 色差。(c) 慧差。(a)-(c)来源于参考文献[127]。(d) 球差[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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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像散 

当电子束感受到非均匀的磁场作用时，将围绕着光轴做螺旋运动。非均匀的磁

场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不能制造出完美的、圆柱对称的软铁。不过即便已经有了完美

的圆柱体软铁，光阑如果不能完美准确地以光轴为中心或存在污染、带电等现象，

也会引起局部的磁场的变化，从而贡献像散[110, 114]。幸运的是，像散能够利用八级

像散校正器引入的补偿磁场得到很好的校正。像散校正器包括照明系统中（聚光镜）

的像散校正器以及成像系统中（物镜）的像散校正器。 
（2）色差 

色差顾名思义即表示电子的“颜色”的不完美性，即电子束的频率、波长或能

量的不均一性。色差主要来源于高压电源的不稳定性导致的电子束能量的变化以

及电子枪系统引入的能量展宽（FEG 约为 0.3 eV，LaB6 约为 1 eV）。如图 2.13(b)
所示，透镜对能量较低的电子的会聚作用大于较高能量的电子，因而高斯像平面上

电子束不能会聚为一个点，而是展宽为圆盘。圆盘半径可以写作： 

 
 

（2-40） 

其中 Cc是透镜的色差系数（coefficient of chromatic aberration），具有长度量纲；

ΔE 是电子束的能量损失；E0 为电子束的初始能量；β为透镜的收集角。色差的减

小可以借助于色差校正器或单色器。同时，能量过滤（energy-fielter，EF）也是减

小色差的有效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色差校正器一般比较昂贵，而对于厚的样

品色差更为严重，因此 经济实惠的方式是做一个薄的样品（对于透射电镜实验，

一个薄的样品几乎意味着成功了一半。所以永远不要轻易去碰碎一个电子显微学

者的电镜样品，尤其是一个薄样品！）。但不幸的是，样品其实并不可能薄到完全

摆脱色差的影响。 
（3）球差 

球差来源于距离透镜光轴不同距离的电子束受到透镜的会聚作用不同。对于

磁透镜，离光轴越远的电子受到的力越大，因此被更强烈地聚焦；反之亦反。 终

导致的结果是样品中的一个点 P 将被成像为一个具有一定尺寸的、中心具有高亮

度周围被强度较低的光环围绕的圆盘 P’，如图 2.13(d)所示。在高斯像平面上，圆

盘的直径δ可以写作： 

  （2-41） 

其中 Cs称为球差系数，具有长度量纲。在传统电镜中，Cs一般与透镜焦距大小相

0

Δ= βch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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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δ = θsC



第 2 章   实验方法与原理  

 50 

当，在 1-3 mm 范围内。对于高分辨电子显微镜，Cs可能小于 1 mm。在实际透镜

中，表征电子束与光轴的夹角θ被光阑 大收集角（物镜）β替代。同时，由于光阑

尺寸足够大，近轴条件在实际透射电镜中并不适用。在非近轴条件下，圆盘的尺寸

进一步展宽为上式的两倍。因此圆盘半径可以写作： 

  （2-42） 

从式（2-39）可以看出，球差是影响电子显微镜点分辨率的重要因素。在光学

显微镜中，可以通过添加具有负球差的透镜元件（如凹透镜）来消除球差，如图

2.14(a)所示。但由于圆磁透镜仅表现出正球差，因而该方法不能应用于电子显微镜

中。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电子显微学者很长时间。直到 1995 年，M. Haider[128]基于

H. Rose 的理论计算结果[129]，成功制造出了六级球差校正器，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

才真正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从图 2.2 可以明显看

出）。图 2.14(c)是一个六级球差校正器的简单示意图。 

 
图2.14  球差校正光路和球差校正器示意图 

(a) 球差校正前与校正后光路图对比[130]。(b) 四级、六级和八级球差校正器轴向投

影示意图[131]。(c) 六级球差校正器的结构示意图。圆形透镜的焦距为f[132] 

球差校正器是一种多极子校正装置，其通过调节磁透镜组的磁场及其对电子

束的洛伦兹力，逐步抵消圆形磁透镜的球差，进而调节 TEM 的球差系数。由于圆

形透镜的球差为三阶[132, 133]，因此对球差的直接校正需要一个随离轴距离增加而呈

现三阶增长的场。六级球差校正器满足这一要求，因此也是 常用的球差校正器。

六级球差校正器包含一对圆透镜和两个六级透镜，其中两个六级透镜分别位于两

个圆形透镜的后焦面上，如图 2.14(c)所示。 

3= βsph s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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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于利希（Jülich）研究所的贾春林（C. L. Jia）、K. W. Urban 等人在 2003
年发展了一种基于球差校正电镜的负球差成像（negative spherical aberration imaging，
NCSI）技术[130, 134]。微小的负球差系数结合过焦成像，使得 T(u)为正值（参考公式

（2-30）和（2-34）可以计算），进而产生负的相位衬度像（正的 T(u)给出负的相

位衬度是因为衍射产生了-π/2 的相位移动），即原子表现为黑色背景下的亮点，从

而提供了更好的衬度。另外，NCSI 技术也能够在不损失分辨率的前提下提高轻元

素在图像中的衬度[134]。值得一提的是，NCSI 技术使得 TEM 的点分辨率延伸到了

信息分辨率。在本实验室的 Titan 80-300 电镜中，校正前的球差系数 Cs约为 1 mm，

校正后为-13 μm。 佳成像过焦值Δf = 5.8 nm。负球差校正成像条件下可以实现

≤0.08 nm 的信息分辨率。 

2.4.5  扫描透射电子显微术 

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STEM）的基本原理类似于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由聚光镜将电子束会聚在样品表面并进行逐行扫描，进而产生一系列信号[110, 135]。

图 2.15(a)是 STEM 成像原理的示意图。需要注意的是，STEM 中，在电子束扫描

时，需要保证电子束的入射方向不随扫描位置的变化而改变：在任何时刻，电子束

均保持平行于光轴入射样品。否则，电子束入射方向的改变将导致样品中电子的散

射过程发生变化，进而使得图像的衬度难以解释。这可以通过一对扫描线圈在 C3

聚光镜的前焦平面（front focal plane，FFP）形成轴心点（pivot point），然后利用

C3 透镜的会聚作用来实现：C3 透镜保证所有从轴心点出发的电子均能平行于光轴

入射样品并在样品表面形成 C1 聚光镜交叉截面的像。 
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相对于透射电子显微镜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其成像质量

主要依赖于电子束被会聚的大小，即主要依赖于聚光镜的质量，不依赖一系列成像

透镜，因此严重限制 TEM 图像分辨率的色差对 STEM 不起作用。这个优势也使得

STEM 可以处理较厚的样品。同时，聚光镜球差校正器的发展也极大地提升了前

STEM 的分辨率：目前在 200 kV 的球差校正的 STEM 中，分辨率已经可以达到 78 
pm[136]。另外，在第 2.1 节中已经提到，基于 STEM 的电子叠层扫描显微术（electron 
ptychography）技术把分辨率推向了 0.39 Å[112]。更重要的是，其它电子显微术与

STEM 相结合也能够激发出更强大的功能，如 STEM-EELS、STEM-tomography 等

等。因此，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在材料的研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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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a) STEM成像原理。双偏转扫描线圈系统保证扫描时电子束入射样品方向

始终平行于光轴。(b) STEM中各种探头的位置示意图[110] 

在 TEM 中，我们通过在衍射平面插入光阑来选择用于成像的电子。在 STEM
中，这个过程通过插入不同位置的电子探头来实现：选择不同散射角度范围内的电

子轰击探头用于成像。因此，探头位置本质上决定了选择的电子的散射角度范围

（如图 2.15(b)所示）。按此分类，STEM 中主要的成像模式有明场像（BF，对应

透射电子束）、环形暗场像（ADF，对应散射电子）和高角环形暗场像（HAADF，
对应高角度散射电子）。值得一提的是，HAADF 具有 大的卢瑟福散射效应，图

像中的衍射衬度基本被消除，因此具有与原子序数直接相关的衬度（所谓的 Z-衬
度）[137]。 

STEM 图像的衬度本质上来源于会聚束中不同部分平面波之间的相互干涉：

部分平面波在进入样品发生散射时相互干涉，从而使得 终到达探测器的电子束

的强度发生变化，进而产生衬度[138]。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只考虑两束衍射束 g 和

-g，以及透射束(000)。在平面波入射样品时，这三个电子束分别形成三个衍射点；

而在 STEM 相干会聚束照明下，衍射的电子束展宽为衍射盘。这些衍射盘之间相

互干涉，如图 2.16 所示。为了理解这种干涉行为，我们写出 STEM 中的波函数并

进行分析。下面详细分析 STEM 图像衬度的产生机理[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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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相干的会聚电子束经试样衍射后形成衍射盘的示意图[135] 

假定像差能够被写作相位偏移χ的形式，即： 

 2 431( )
2 sf CK K Kχ = πΔ λ + π λ  （2-43） 

其中 K 表示波矢在前焦平面位置的横向分量。这与 TEM 中的相位畸变函数一致，

见公式（2-34）。因此，在前焦平面处的波函数可以写作： 

  （2-44） 

函数 A 表征物镜光阑的尺寸：在 时为 1，其它处为 0。在样品表面会聚的

电子束（下称电子探针）可以写作前焦面波函数的反傅里叶变换，即有： 

  （2-45） 

为了表征 STEM 中电子束在样品的扫描，可以在上式中加入偏移项，于是有： 

  （2-46） 

其中 r0 为电子探针的位置。 
下面考虑样品对电子的散射。假定样品很薄，从样品出射的电子束波函数可以

写作： 

( ) ( )exp( ( ))= − χT A iK K K

max≤ KK

( ) ( )exp(2 )= π ⋅P T i dr K K r K

0 0( ) ( )exp(2 )exp( 2 )− = π ⋅ − π ⋅P T i i dr r K K r K 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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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探测器平面的波函数是上式的傅里叶变换，因此有： 

  （2-48） 

Kf表征散射角。考虑到样品对透射束和衍射束的作用，可以将上式写作： 

 
（2-49） 

其中φg 代表散射到+g 位置的电子束的复振幅（包含振幅和相位）。由于 T 具有圆

盘状的振幅（受到物镜光阑的形状和大小的控制），因此，上式决定了衍射的电子

束是圆盘状。当圆盘相互交叠时发生干涉。考虑(000)和+g 衍射斑的交叠，对上式

求模的平方，同时只考虑(000)和+g 项，可以得到强度为： 

 （2-50） 

其中∠φg 为+g 衍射束的相位。 
公式（2-50）是理解 STEM 成像的关键，揭示了干涉的重要特征：（1）交叠

部分的强度随着电子束的扫描呈现正弦曲线的变化；（2）透镜的像差会对此区域

（BF 像）的成像质量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给出 BF 和 ADF 的成像机理。 
（1）STEM-BF 成像机理 

STEM-BF 像中受到透射束(000)，+g 和-g 衍射束三束电子干涉的作用，在交

叠区域的波函数可以写作： 

 
 

（2-51） 

在弱相位近似下，可以将φg 写作： 

  （2-52） 

因此，对式（2-52）求模平方，并做一定简化，可以写出强度表达式： 

  （2-53） 

上式包含相位传递函数 sinχ，是标准的相位衬度像的形式[139]。因此，STEM-BF 像

0 0( , ) ( ) ( )ψ = − φPr r r r r

0 0( , ) ( ) ( )exp( 2 )ψ = φ − − π ⋅f f T iK r K K K K r

0 0 0

0

( , ) ( )exp( 2 ) ( )exp[ 2 ( ) ]
( )exp[ 2 ( ) ]−

ψ = − π ⋅ + φ − − π − ⋅

+φ + − π + ⋅
f T i T i

T i
g

g

K r K K r K g K g r
K g K g r

2
0 0( , ) 1 2 cos[ ( ) ( ) 2 ]= + φ + φ −χ + χ − + π ⋅ + ∠φf f fI g g gK r K K g g r

0 0

0

( 0, ) 1 exp[ ( ) 2 ]
exp[ ( )+2 ]−

ψ = = + φ − χ − − π ⋅

+φ − χ π ⋅
f i i

i i
g

g

K r g g r
g g r

= Vφ σig g

2
0 0( ) 1 4 cos(2 )sin ( )= + σ π ⋅ − ∠φ χBFI Vg gr g 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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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通常的相位衬度的形式，与 TEM 类似。这也证明了互惠原则。 
（2）STEM-ADF 成像机理 

对于 STEM-ADF，M. M. J. Treacy 等人[140]提出大的散射角（~100 mrad）将增

强组分衬度，同时由于散射几乎全部是热扩散[141]，弹性散射电子的相干效应可以

被忽略。 
如果考虑样品在傅里叶空间是连续的。可以写出类似于公式（2-48）的形式，

求模平方并对探测器方程 DADF(K)积分可以得到： 

 

 

（2-54） 

假定衍射盘之间的叠加区域的信号相对于对探头探测到的总的信号较小，将上式

做一定推导可以得到： 

  （2-55） 

其中 Q 为图像空间频率。对其做傅里叶变换可以得到图像结果： 

  （2-56） 

其中 O(r0)是公式（2-55）中对 Kf 的积分项相对 Q 做反傅里叶变换。上式表达了

ADF 图像的非相干性：图像可以被看作是物函数卷积上一个实正强度点扩散函数。

这种非相干成像使得 ADF 图像的衬度更容易被解读。衬度反转、离域效应等在

HRTEM 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在 ADF 图像中不再存在。ADF 图像中的亮衬度总是

对应着原子或原子柱的存在。在非相干的 STEM-ADF 成像模式下，只需要考虑如

何获得 小尺寸、 大可能亮度的光斑即可。 
根据 S. J. Pennycook 等人的理论[142]，STEM-HAADF 成像模式下，散射角介

于θ1 和θ2 之间的环形区域内的散射电子的散射截面σθ1,θ2 可以表示为： 

 
 

（2-57） 

因此，单位体积内原子数为 N 时的散射强度 Is为： 

  （2-58） 

由此可知，理想情况下，HAADF 图像中原子的强度正比于原子序数的平方。而在

2

0

( ) ( )

( ) ( )exp( 2 )

= ×

× φ − −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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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中，只有保证探测器收集到的电子全部为高角散射的电子时该平方关系

才成立。但这样会导致图像信噪比较差[113]。因此，实验中通常认为图像强度与 Zα

成正比（α在 1.7-2.0 范围内）[137]。值得一提的是，有时由于德拜-沃勒（Debye-
Waller）因子和电子通道效应（channelling effect）的变化，HAADF 图像的衬度会

受到明显的影响，甚至会出现较小的原子序数对应较高亮度的现象[143]。 

2.4.6  电子能量损失谱 

电子能量损失谱（EELS）依赖于对透过样品的电子能量分布的检验，是分析

电子显微学的重要手段。电子穿过样品时损失能量的过程能够反映出关于材料的

成键/价态、 近邻原子结构、介电响应、自由电子密度、带隙（如果有）和样品厚

度等大量信息[110, 144]。 
电子能量分布的检验借助于一个磁棱镜光谱仪。磁棱镜光谱仪（或能量滤波器）

是一个具有高灵敏度的器件，即使对于 300 keV 能量的电子，其能量分辨率也能够

小于 1 eV。商业化的磁棱镜光谱仪系统只有两种：一种是 Gatan 公司的后置式 EELS
系统（PEELS），或叫做后置 Gatan 图像过滤器，即所谓的 GIF（Gatan Image Filter）
系统；另外一种是镜筒中的 Omega（Ω）过滤器。 早由 Zeiss 公司提出，现在主

要由 JEOL 公司使用。本论文工作中使用的 EELS 系统是 GIF 系统。图 2.17 显示

了典型的 TEM 中后置 EELS 系统的结构以及磁棱镜光谱仪中的电子路径。从图

2.17(a)中可以看到，磁棱镜光谱仪的基本工作原理是：电子经过可变的入口光阑（对

于 Gatan 系统入口光阑直径为 1、2、3 或 5 mm）进入磁棱镜的磁场中，被磁棱镜

的磁场偏转（≥90°）；由于损失能量越多的电子被磁场偏转的角度越大，因此能够

在色散平面上形成包含电子强度（I）与能量损失（E）分布的能量损失谱。这个过

程本质上与光学系统中的玻璃棱镜相似。值得一提的是，仔细观察图 2.17(b)能够

发现，具有相同能量损失的电子即使具有不同路径（如轴向和离轴），也都能够被

磁棱镜会聚到光谱仪（或图像）色散面的同一位置。因此，GIF 系统中的磁棱镜本

质上是一个具有会聚功能的磁透镜（这是与光学棱镜 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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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后置式电子能量损失谱仪[110] 
(a) 后置电子能量损失谱仪的结构示意图。(b) 电子经过磁棱镜时的路径示意图 

电子能量损失谱中，根据电子损失能量大小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零损失峰

（zero-loss peak，ZLP），低能损失峰（low-loss）和高能损失峰（high-loss，也称

芯损失峰，core-loss）三部分。 
（1）零损失峰 

零损失峰主要包含弹性、向前散射的电子，也包含部分具有较小能量损失的电

子。零损失峰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可以用于成像或衍射，从而提高的图像分辨率和

衬度、增强衍射花样的衬度和质量。这是由于当过滤掉所有损失能量（大于谱仪分

辨率，一般>~1 eV）的电子时，能够得到基本是弹性散射的电子。这样，对于图像，

自然地消除了色差对图像的影响；对于衍射花样，消除掉了其中的漫散射强度（主

要由能量损失的电子贡献）。这种思维拓展到其它能量损失范围即为能量过滤像。

在 Dual-EELS 系统中（同时采集零损失峰和高能损失峰），零损失峰也经常用于

能量漂移的校正。另外，零损失峰也可用于样品厚度的测量[144, 145]。这里不加证明

地给出厚度测量的公式： 

 
 

（2-59） 

其中 t 为样品厚度；I 为电子束的总强度；I0为零损失峰强度。具体可参考文献[144]。 
（2）低能损失峰 

低能损失峰包含能量损失小于~50 eV（由于固体中的电离能均大于 50eV，因

此该截断能以下无其它主要特征，但该值并无严格规定）的范围。能量损失在该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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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电子主要与原子的弱结合键或外层电子相互作用。因此，这部分能量损失谱

主要反映样品对高能电子的介电响应。低能损失峰的几个主要应用包括： 
a. 介电常数确定  在低能损失部分，电子能量的损失过程可以看作是样品对

快速电子通过时的介电反应。因此，能量损失低于 20 eV 的电子包含了材料的介电

常数（ε）信息。这为局部测量材料的介电常数提供了可能。在自由电子模型（电

子不与任何特定的原子或离子成键）下，单次散射谱强度通过下面的表达式与介电

常数ε的虚部建立联系[144]： 

 
 

（2-60） 

其中 I0 为 ZLP 的强度；t 为样品厚度；k 为常数（包含了电子动量和玻尔（Bohr）
半径）；β为收集角；θE为特征散射角。利用上式确定介电常数时需要注意，由于

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单次散射谱，因此需要利用傅立叶对数（Fourier-logarithmic）
解卷积来去除多重散射的影响[144]。 

b. 等离子体损失分析  等离子体激元是指当电子束与导带或价带中的弱束缚

电子相互作用时发生的纵向波状振荡。等离子体峰是继零峰以后第二重要的特征

损失峰。在自由电子模型下，当电子产生频率为ωp 的等离子体时，其损失的能量

Ep 可以写作[110, 146]： 

 
 

（2-61） 

其中，h 为普朗克常数；e 和 m 分别是电子的电荷和质量；ε0 为真空介电常数；n

是自由电子密度；Ep 的值一般介于 5-25 eV 之间。由于改变样品的组成将改变自由

电子密度 n，从而能够导致等离子体损失峰位置的移动，因此等离子体峰包含了样

品化学组成的信息（常用于合金的组分分析）。另外，等离子体峰的强度也可用来

估计试样厚度，而且这种方法不受试样种类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对纳米

材料力学性能的日益关注，等离子体能量与纳米材料的弹性、硬度、价电子密度、

内聚能等存在较强关联的特性引起了人们对等离子体峰研究的新的兴趣[147]。 
（3）高能损失峰 

高能损失谱（E > 50 eV）主要由快速下降的多重散射背底上的电离或芯损失

边组成。高能损失峰包含了入射电子与原子内壳层电子的非弹性相互作用的信息。

这些相互作用使得高能损失谱像 EDXS 一样可以提供直接的元素标识。芯损失峰

中存在着被称为能量损失近边缘结构（ELNES）和扩展能量损失精细结构（EXELF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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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ELNES 表现为电离边缘起始点（EC）以上延伸了几十个电子伏特的强度

震荡。它有效地反映（更形象地可以称之为镜像）了费米面（EF）以上未填充的电

子态密度（DOS），如图 2.18 所示。因此，从这些精细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

得到离子的结合方式、特定原子的配位，以及态密度等信息。不难看出，ELNES 分

析是 EELS 谱分析的重要方面，也是材料电子结构解析的有利工具。 

 
图2.18  空电子态密度（DOS）与能量损失近边结构（ELNES）强度的对应关系示

意图[110] 

具代表性的 ELNES 的例子是“白线”，即某些电离边缘上的强烈尖峰[110, 144, 

148, 149]。“白线”的出现是由于在某些元素中，内壳层电子被激发成明确的空态，

而不是一个展宽的连续态（图 2.18 所示的情况）。过渡金属的 L2 和 L3 边以及稀土

金属的 M4 和 M5 边均表现为这种“白线”。对于过渡金属，白线的产生是由于 3d
轨道具有未填充态，在入射电子的激发下，位于 2p 轨道的电子跃迁到 3d 轨道，与

此同时，入射电子损失相应的能量而产生。因此，L3/L2 的比值（白线比）在理想状

态应该为 2:1。但实际材料中由于存在自旋-自旋之间的耦合，导致白线比偏离 2:1。
对 L2 和 L3 边的定量分析，能够提供过渡金属的价态信息。对于过渡金属，白线比

在 3d5 的构型下达到 大[149]，对于 Mn 原子为 Mn2+，对于 Fe 原子为 Fe3+。同时，

化学位移（电离边的能量变化）也是判断元素化学价态的重要依据。由于核外电子

对内壳层具有屏蔽作用，核外电子数目的改变（价态变化）会直接影响电离能：外

层电子对原子核电场的屏蔽作用随着离子价态的升高而减少，因此高价态总是对

应高的能量损失边。ELNES 的分析在凝聚态物理及强关联体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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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也是本论文中分析材料电子结构时重点采用的方法。 

2.4.7  其它透射电子显微术 

基于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其它常用而有效的显微学方法包括：洛伦兹电子显微

术（Lorentz electron microscopy）、断层摄影束（tomography）、电子全系像（electron 
holography）等等[150-156]。 

洛伦兹透射电子显微镜能够对磁性样品的畴结构和畴壁进行表征。普通的透

射电镜中，物镜在样品周围产生很强的磁场，因而会使得样品达到磁饱和状态，这

不利于材料本征磁性质的表征。因此，在洛伦兹电子显微镜中利用洛伦兹磁透镜

（放大率更低，离样品更远）代替了物镜。在普通透射电镜中也可以通过关闭物镜

（或用一定大小可控的励磁电流）并同时调节其它透镜的励磁电流，实现洛伦兹模

式。洛伦兹电镜中主要的成像方式有福柯（Foucault）模式和菲涅耳（Fresnel）模

式。对于福柯模式，其基本原理是：如果照明区域中包含几个磁畴区，则电子束将

会被不同的畴区以不同的方式偏离，从而导致衍射束劈裂。选择不同的衍射束，能

够使得对应的畴区表现为亮衬度，其它畴区表现为暗衬度。菲涅耳模式是洛伦兹透

镜或洛伦兹模式下常用的表征模式：当过焦或欠焦时，磁畴壁将表现出暗线或亮线，

出现衬度的反转。这种磁畴壁衬度的产生机理如图 2.19 所示。菲涅耳图像可以用

于区分布洛赫（Bloch）畴壁、尼尔（Néel）畴壁或交叉-连接畴壁。 

 

图2.19  电子束经过磁性样品的路径以及产生对应磁畴或磁畴壁衬度的示意图[150] 
(a)-(b) 福柯（Foucault）模式。(c)-(e) 菲涅耳（Fresnel）模式 

电子全系像是将来自同一相干光源的电子束分为两束（利用全息丝组装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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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棱镜实现），其中一束不经过样品，作为参考束，另外一束经过样品，携带样品

的相位信息，利用两束电子束之间的干涉产生图像[110, 155, 156]。在传统 TEM 中，我

们选择了合适的条件使样品可以被看作纯的相位体和 eiχ(u)的虚部（即正弦函数项），

从而将此相位信息转换成振幅并记录为图像；而利用电子全系成像时，我们同时也

可以利用 eiχ(u)的实部。电子全系像既记录了电子束的振幅信息也记录了相位信息。

电子全系成像的示意图如图 2.20 所示。 

 
图2.20  电子全系术示意图[110] 

断层摄影束（tomography）是根据一系列二维投影像进而重构出样品三维结构

的方法，如图 2.21 所示。在此过程中，通过步进的方式旋转样品，以获取不同倾

转角下的投影像。断层摄影束 早在 1968 年被发展[157]， 初被用于冷冻电镜中确

定生物样品等大分子的 3D 结构（受限于分辨率）[158]。断层摄影束与 STEM-ADF
的结合使其分辨率有了极大的提升。在 2010 年，STEM 断层摄影束的 3D 分辨率

已经可以达到 0.5±0.1×0.5±0.1×0.7±0.2 nm[159]。近期，原子分辨的 3D 断层摄影束

也已经能够实现[152-154]，这为确定材料的三维结构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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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原子级电子断层摄影束（AET）示意图[154] 
 (a) 实验装置示意图。(b) 不同样品倾转角度下获得的一系列2D图像。(c) 三维重

构过程示意图 

2.5  本章小结 

本章从回顾电子显微镜的发展历史出发，引出了电子显微镜在材料研究领域

中扮演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紧接着详细剖析了透射电子显微镜的结构和各部分的

功能。以此为基础，我们系统介绍了在材料的电子显微学研究中常用而且必须的显

微学方法以及相关的原理，包括：运动学和动力学电子衍射以及衍射衬度成像、透

射电镜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像差的来源与校正方式（以球差校正为重点）、扫描透

射电子显微学、电子能量损失谱学、以及其它具有独特作用的显微学方法。本章内

容具有清晰的脉络结构和一定的系统性，不仅能为本论文后续章节中的研究内容

做坚实的铺垫，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作为深入了解透射电子显微学的参考资料。 
在本章 后，我们给出了利用透射电子显微学进行材料研究的基本流程，如图

2.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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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利用透射电子显微学进行材料研究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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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YMnO3铁电涡旋畴的电子显微镜学研究 

3.1  本章引言 

多铁材料中铁电极化与铁磁性之间的耦合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铁电畴

或铁磁畴是具有一致有序的铁电极化或自旋的区域，这些区域被均一的界面分隔

开，即所谓的畴壁，进而形成多畴态[160]。由此可知，电磁耦合与铁电/铁磁畴的反

转、相互作用以及畴壁的运动紧密关联。由于畴与畴壁的行为仍未被全面理解，因

此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方向。 
h-YMnO3 中的涡旋畴结构本质上是一种拓扑缺陷[84]。这种拓扑缺陷之所以特

殊，是由于铁电极化与铁磁自旋都与一个附加的、非铁性的结构序参量耦合在一起，

因此具有额外的自由度。利用 Landau 自由能理论可以给出很好的描述[71]。实验方

面，第 1.2.3 节中介绍了 M. Fiebig 等人基于非线性光学二次谐波产生（SHG）的方

式，在 h-YMnO3 中直接观测到了铁电涡旋畴与反铁磁畴的耦合，而且证明了这种

耦合来源于两种畴壁之间的相互作用[92]。这一方面为 h-YMnO3 的电磁耦合提供了

证据，另外一方面也为畴壁的更深入研究提出了要求。 
畴壁作为不同畴之间的界面，具备不同与畴内部的性质，如对称性的降低等。

因此，畴壁处往往出现反常的物理现象，如新的有序相、多铁性、异常输运性质（如

超导性）等，有些特性甚至是在块体中不允许存在的[161-164]。 为典型的例子当属

S. S. P. Parkin 及合作者[21]基于铁电畴壁设计开发的赛道存储的概念：利用非易失

的电磁畴壁作为数据位，从而实现高的存储密度和读出效率。在 BiFeO3 中，J. Seidel
等人[165]基于 PFM 表征的结果，报道了畴壁的导电性，并展示了其输运性质具有畴

壁取向的依赖性。对于 h-YMnO3，如第 1.2.3 节所展示的，其畴壁同样具有取向依

赖的异常的输运性质（如图 1.13 所示）[89, 90]。这来源于不同程度带电的畴壁（与

畴壁取向相关）具有不同的电荷积累密度、静电势和局部电子结构。带电畴壁（如

头对头，HH；或者尾对尾，TT）在 h-REMnO3 中的稳定存在得益于其特殊的拓扑

保护畴结构。而这种带电畴壁在传统铁电体（如 BiFeO3，Pb(Zr0.2Ti0.8)O3 等）中为

高能态而不能稳定存在[166, 167]。综上可知，h-REMnO3 带电畴壁的异常性质是该体

系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其功能化实现的基础，因此值得做细致的探究。尤其是，

在外界刺激下的带电畴壁的行为探究，如利用外界电场调控畴壁的运动及输运性

质[90]，可以为畴壁在纳米电子器件中的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对于铁电畴或畴壁的调控， 常用的方式为接触式：即通过接触式电极施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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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的方式实现铁电畴的反转[168, 169]。h-YMnO3 中具有特殊电学性质的带电畴壁被

认为能够敏感地受控于外来载流子的浓度[90]。这为利用非接触的手段（非接触式

手段可以避免对材料的接触损伤），如电子束，通过提供额外电荷来调控涡旋畴和

畴壁的演化提供了可能。本章中的一个研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启发下展开的。 
在本章中，我们充分利用透射显微镜的衍射衬度像、扫描透射显微镜的高分辨

像在畴结构研究中的优势，对 h-YMnO3 的涡旋畴结构和畴壁结构进行了系统探究，

并重点关注了带电畴壁在涡旋畴演化中起到的作用。本章开始，我们首先对 h-
REMnO3 涡旋畴的来源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汇总了涡旋畴的研究方法。随后，基于一

系列的实验结果，我们对 h-YMnO3 中可能存在的畴壁种类进行了系统地表征和分

类，并着重分析了带电畴壁的性质。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点探究了带电畴壁在非接

触式激发条件下的动态行为：利用电子束辐照，基于 TEM 衍射衬度像，获得了随

时间变化的畴壁演化行为，实现了带电畴壁在电子束驱动下的可逆运动以及涡旋

畴的可逆反转。另外，我们进一步探究了缺陷结构（如位错）的存在对这种带电畴

壁可逆运动的影响。本章的内容有助于帮助系统理解 h-YMnO3 铁电涡旋畴和带电

畴壁的静态、动态行为以及与外界激发的相互作用，为材料的功能化实现提供了实

验支持。 

3.2  铁电涡旋畴结构的Landau唯象模型 

第 1.2.3 节已经提到，h-YMnO3 在结构相变点以下（Ts ~ 1270 K）发生三聚结

构相变，即以顶角相连的 MnO5 三角双锥体发生周期性地倾转，形成 3 3× 超结

构。这种三聚行为可以用振幅 Q 和相位Φ表示，前者表征 MnO5 倾转的大小，后者

的物理意义是方位角，表征顶点氧原子在面内的位移[71]。伴随着结构相变的发生，

晶体结构的对称性降低，c 方向的镜面消失，空间群由 P63/mmc 转变为 P63cm[33, 69, 

70]。这一过程主要伴随着两种声子模式的凝结[33, 69, 71]：（1）K3 声子模（波矢 q = 
(1/3,1/3,0)）的凝结，从而打破P63/mmc的非极化对称性，将体系对称性降低为P63cm。

该过程中，虽然 Y 离子已经产生了 c 方向的位移和起伏，但由于波矢位于布里渊

区边界上，此时晶体中并没有净极化的产生，局域的极性相互抵消，整体未对外表

现出极化态；（2）与 K3 声子模非线性耦合的 声子模的凝结。该过程中，体系

的对称性没有进一步降低，但 声子模的凝结使得 Y 原子与面内氧原子（OP）之

间的键长发生改变，进而导致 c 方向净的铁电极化的出现。因此， 声子模真正

与铁电极化直接关联： 声子模的振幅 P正比于铁电极化的大小。K3 声子模与

声子模凝结时引起的原子位移情况如图 3.1 所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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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K3声子模与 2
−Γ 声子模凝结时引起的原子位移情况[95] 

基于 Landau 自由能理论模型，可以将体系自由能表达为 Q，P 和Φ和它们梯

度的展开[71]： 

 （3-1） 

其中 Q 为 K3 声子模的振幅；P为 声子模的振幅；Φ为方位角；各能量项系数 a, 
b, c, c’, g, g’以及刚度项 sQ和 sP来源于从头算的计算结果。式中 项展

示了 K3 声子模与 声子模之间的非线性耦合，也表征了 h-REMnO3 体系铁电极化

的几何特征。绘制出（Q,Φ）自由能平面可以发现，其具有六个能量 低点，表现

为墨西哥帽的形式，如图 3.2 所示。进一步分析可知，对于 g > 0（计算结果为 g = 
1.945 eV Å-4），为使自由能 f 低，需保证 Q > 0（从而产生三聚），Φ的取值有

六个 0，±π/3，±2π/3和π。这决定了总共稳定存在六种晶胞（α+，β+，γ+，α−，β−

和γ−）：Φ = 0和±2π/3时，铁电极化为正，对应铁电畴为α+，β+和γ+；Φ = π和±π/3
时，铁电极化为负，对应铁电畴为α−，β−和γ−。六种铁电畴围绕一个核心以顺时

针或逆时针的次序排列，构成涡旋或者反涡旋畴结构。相邻铁电畴的相位差为±π/3，
铁电极化方向相反。这说明了结构畴壁同时也是铁电畴壁，二者相互互锁，而不存

在单纯的铁电畴壁（P 的方向由 cos3Φ的符号唯一决定）。铁电畴壁的位置对应着

连接两个能量 低点的 短路径（势垒 小），其沿着墨西哥帽的底部（如图所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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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c)所示）。因此，畴壁处振幅 Q 与块体内部值接近。涡旋畴核心为高能位置，

振幅 Q 为零，相位Φ变化2π，自由能的大小独立于三聚的角度Φ，体系对称性为

U(1)[170]。 

 
图3.2  六方锰氧化物墨西哥帽型的自由能表面[71, 170] 

(a) 畴核心为高能位置，体系为连续的U(1)对称性[170]。(b) 六个 低能量位置，对

应六个三聚相位角。体系对称性降为Z6。(c) （Q,Φ）自由能等高线。具有 低能量

的畴壁位于白色虚线处，连接相邻两个能量 低点[71] 

3.3  铁电涡旋畴结构的表征 

基于涡旋铁电畴所具备的性质（如单轴铁电极化），研究者们开发了一系列的

表征方式，分辨率横跨微米量级到原子级别，具体如下： 
（1）表面处理技术[81, 82, 84, 86]。由于铁电材料自发极化引起的表面电荷会与带

电或有极性的颗粒发生相互作用，因此在一些刻蚀剂或极性液体（如 HF，H3PO4，

HCl 等）的作用下，表面带正电的铁电畴和表面带负电的铁电畴的被腐蚀速率不

同。这导致在同样的腐蚀时间下，材料的极性表面会出现凸起和凹陷的起伏。经过

机械抛光和腐蚀后的样品可以简单地借助于 VLM、AFM 或 SEM 进行表征。尤其

是对于 h-REMnO3，其具有单轴各向异性，对其 a-b 面的腐蚀能够获得良好的铁电

畴形貌。对于 h-YMnO3，常用的腐蚀条件为：130 ℃的浓 H3PO4。图 3.3 展示了 h-
YMnO3 中两种不同类型的铁电畴经过机械抛光和在 130 ℃的磷酸中腐蚀 1 小时后

的 SEM 图像。由图可以明显观察到表面的浮凸和凹陷。由于极化向上的铁电畴被

酸的腐蚀速率更快[81]，因此图像中凸起的部分为极化向下的铁电畴，凹陷的区域

为极化向上的铁电畴。图 3.3(a)和(b)分别对应 a-b 面极化向下铁电畴远多于极化向

上铁电畴的情况和二者比例接近 1:1 的情况。该方法虽然可以用于判断铁电极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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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且分辨率可以达到微米甚至纳米尺度，但由于其具有破坏性和非原位性，因

此应用范围有限； 

 
图3.3  h-YMnO3中两种典型畴结构经过抛光和磷酸腐蚀后的SEM图像 

(a) 极化向下铁电畴比例远大于极化向上铁电畴。(b) 极化向上和极化向下铁电畴的

比例接近1:1 

（2）光学方法，如光学显微术、偏振光显微术、非线性光学等[92, 171, 172]。除

了结合表面处理技术和 VLM 观察表面的形貌外，光学方法更重要的方面是基于非

线性光学二次谐波发生（SHG）的方法。SHG 不仅能提供铁电极化的信息，而且

能表征（反）铁磁信号。典型的例子是对 h-YMnO3 中铁电畴和反铁磁畴耦合的直

接观察[92]； 
（3）扫描电子显微镜[173, 174]。SEM 除了对表面形貌敏感外（结合表面刻蚀或

表面修饰技术，可以提供相较于 VLM 更高分辨率的信息），在低电压模式下，也

能够表征样品表面的带电性质，因此能够给出与铁电畴铁电极化相关的衬度。这部

分内容在本章第 3.3.1 节中做详细介绍； 
（4）透射电子显微镜。基于 TEM 的表征方式包含衍射衬度像（由于 Friedel

定律失效）、高分辨像以及原位电学等等。TEM 既可以提供介观尺度的畴结构（衍

射衬度像），又可以在原子尺度给出涡旋畴核心及畴壁处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利

用聚焦离子束（FIB）可以根据需要获取特定的完整涡旋畴结构，这允许进一步利

用 TEM 原位（in-situ）技术直观地研究涡旋畴和畴壁在外场（如电场或热场）作

用下的动态行为。这方面的研究以朱溢眉（Yimei Zhu）课题组在 2013 年进行的 h-
ErMnO3 拓扑保护涡旋畴在电场作用下演化行为的工作为代表[168]。因此，TEM 是

铁电畴结构研究的有力工具。这方面内容在本章第 3.3.2 节和第 3.3.3 节中进行展

开说明； 
（5）扫描探针显微术，如 AFM、c-AFM 和 PFM 等[66, 86, 89, 175]。扫描探针显

微术能够有效地探测样品表面形貌信息和电学信息。例如，c-AFM 能够探测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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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局域内的导电情况，对研究畴壁导电性质极为有效。而 PFM 是在 AFM 基础

上开发而来的，利用逆压电效应，通过探测外加激励电压下铁电畴的电致形变量，

进而给出铁电畴的极化信息。因此，扫描探针技术在是纳米尺度直接表征铁电极化

的有效方式。 

3.3.1  扫描电子显微镜二次电子像及其衬度调控 

扫描电子显微镜中铁电畴的衬度来源于不同畴区或畴壁处二次电子出射电流

的差别。影响出射电流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种：（1）第一个因素是由自发

极化方向不同而导致的非对称性二次电子出射[176, 177]。主要考虑二次电子产生到从

样品表面出射的过程：当入射电子在样品的一定深度激发产生二次电子并出射时，

对于极化向上的铁电畴，部分二次电子被表面层正的束缚电荷中和而不能出射，因

此表现为较暗的衬度；相较之下，极化向下的铁电畴中二次电子在表面内建电场的

影响下更容易出射，因此表现为较亮衬度；（2）第二个因素为表面电势的影响[176]。

样品表面电势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入射电子在样品表面扫描时在样品表

面积累的静电荷引入的功函数的改变（UC），另一方面是电子束辐照过程中产生的

热电势（Upyro）。另外，在样品表面电势的作用下，由于逆压电效应，不同极化方

向的畴区发生收缩或膨胀，由此也可以产生畴壁的衬度[178]。 
由于 h-YMnO3 是一种热电材料，在 SEM 中，入射电子与 h-YMnO3 作用时，

除了产生二次电子、背散射电子等以外，其余的能量被转换为热量，进而由热电效

应产生热电势，这使得不同极化方向的铁电畴产生不同的衬度[173]。因此，h-YMnO3

三叶草构型的铁电畴可以在 SEM 中被直接观察，如图 3.4 所示。 

 
图3.4  SEM(a)和PFM(b)表征h-YMnO3中a-b平面内的拓扑保护六瓣畴[173] 

表面电势的高低决定入射电子被俘获的程度以及二次电子出射后被吸引的情

况，进而能够影响铁电畴的衬度。当表面电势为正时，出射的二次电子会被表面的

正电势再次俘获（改变到达探测器的二次电子的数量），因而不同极化方向的铁电

畴的衬度主要由其表面电势高低的不同决定。这淹没了不同极化方向铁电畴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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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性二次电子产额的贡献。当表面电势为负时，表面电势不改变出射到达探测器

的二次电子的数量（其数量仅由不同极化方向铁电畴的二次电子发射率决定）。这

种表面电势性质的改变（通过改变电子束的扫描速率，控制表面积累电荷的数量来

实现）能够使得铁电畴在 SEM 中的衬度发生反转。更重要的是，样品表面为负电

势的实验条件，可以用于对比不同极化方向铁电畴的本征二次电子产额的高低。这

在我们的工作中得到了验证[174]，如图 3.5 所示。 
实验中，我们采用慢速扫描的低压 SEM（加速电压为 1 kV）。电子束在每点

的停留时间为τa = 1.58×10-5 s。由于电子束停留时间远大于麦克斯韦弛豫时间τm = 
1.87×10-7 s（其中τm = εε0/s。σ为电导率；ε为相对介电常数；ε0 为真空介电常数）

[176, 179]，入射到样品表面的电子不能及时弛豫而在样品表面积累，因此样品表面带

负电荷。计算可知，该实验条件下样品表面电势为负（U = Upyro + UC）[176]。在这

样的实验条件下，典型的涡旋畴的扫描电子显微图像如图 3.5(a)所示。图 3.5(c)为
样品利用磷酸腐蚀后表面的 AFM 图像，其中凹陷部分为极化向上铁电畴，凸起部

分为极化向下的铁电畴。对比 3.5(a)和 3.5(c)的实验结果可以判断，样品表面为负

电势时，SEM 中 h-YMnO3 极化向上的铁电畴表现为暗衬度；极化向下的铁电畴表

现为亮衬度。这与文献报道的 SEM 中常见的衬度情况相反[173]，印证了上文中的分

析。 

 

图3.5  SEM和PFM表征h-YMnO3的铁电涡旋畴 
(a) SEM图像。红色虚线位置的亮度线积分结果描绘在图(b)中。(c) 磷酸腐蚀后，样

品表面的AFM图像。红色虚线位置的高度线积分结果展示在图(d)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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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衍射衬度像 

透射电镜中铁电畴的衍射衬度成像利用的是铁电极化材料中心对称性破缺导

致的 Friedel 定律的失效，即 Ig ≠ I-g。衍射衬度像可以用于表征铁电畴的构型并确

定铁电极化方向（具体分析见第二章第 2.4.2 节）[180-182]。基于 R. Gevers 拓展的双

束条件下的 Darwin-Howie-Whelan 方程，可以对衍射强度进行模拟[123, 125, 183]。此

处给出存在吸收效应时的衍射束强度表达式[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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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ξ'0 和ξ'g 分别是透射束和衍射束的消光距离；z 为样品深度；sg 是偏离参数；θ'g

和θg 分别是晶体势中傅里叶系数实部和虚部的相角。在双束条件下，对于特定的衍

射条件，通过计算对应 g 和-g 矢量的衍射束的强度（Ig和 I-g）以及 g·P 的正负，可

以判断暗场像中极化为 P 的畴区的亮暗及其对应的铁电极化方向。 

 

图3.6  (a) 极化向下的h-YMnO3单胞模型。(b) h-YMnO3六瓣涡旋铁电畴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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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0]带轴电子衍射花样，与(d)中的暗场像对应。(d) 在 双束条件下

得到的一个典型的涡旋畴的暗场像 

在 h-YMnO3 中，基于模拟计算的结果可知，当采用 双束条件时，

暗场像中较亮衬度的区域满足 g·P > 0；而当采用 双束条件时，暗场像

中较亮衬度的区域满足 g·P < 0[184]。图 3.6(d)展示了成像条件为 双束条

件时典型的涡旋畴的衍射衬度像，在图中可以对应地标记出不同畴区的极化方向。 

3.3.3  高分辨像 

基于球差校正透射电镜或扫描透射电镜的高分辨像（成像原理见第二章第

2.4.3 节），可以实现对涡旋畴结构的原子级别的表征。对于极化状态下的 h-YMnO3，

A 位 Y 离子沿 c 方向存在明显位移（~50 pm）。结合晶体结构可知，Y 离子位移

的 合适成像带轴为[100]带轴。借助于球差校正的 TEM 或 STEM，能够获得铁电

畴在原子尺度的信息，如涡旋畴核心的结构和极化位移情况、畴壁处的原子构型、

局部畴结构或电子结构的异常等等。这是其它研究手段所不可及的，因此该方法具

有独特的优势。典型地，张庆华（Q. H. Zhang）等人[185]利用球差校正的 STEM，

首次对 h-YMnO3 的涡旋畴结构进行了解析并给出了涡旋畴核心处原子的排列情况，

如图 3.7 所示。 

 

图3.7  h-YMnO3铁电涡旋畴的原子分辨STEM图像。其中涡旋畴核心中Y离子c方向

上的位移基本消失，处于顺电相位置[185] 

(004) / (004)

(004) / (004)
(002) / (002)

(004) /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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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铁电涡旋畴壁的分类与特性 

h-REMnO3 中的铁电涡旋畴结构之所以特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铁电畴壁的特

殊性质。如前所述，h-REMnO3 的畴壁本质上具有反相畴壁与铁电畴壁的互相钳制

（二者之间为非线性耦合 ），同时又与反铁磁畴壁互相耦合。因此，

在畴壁处天然地存在多种铁性序参量的耦合。另外，在 1.2.3 节中已经提到，h-
REMnO3 畴壁处具有各向异性的输运性质，这主要来源于畴壁处电荷（束缚电荷）

积累密度的差异。以 p 型半导体 h-ErMnO3 为例，阐述其中的机制[89]：在 h-ErMnO3

中，尾对尾型（Tail-to-tail，TT）的畴壁导电性远大于头对头型（Head-to-head，HH）

的畴壁，而并排型（Side-by-side，SS）的中性畴壁导电性处于二者之间。这是由于

对于 TT 畴壁，由自发极化引起的负电荷被束缚在畴壁处，产生较强的静电势，需

要通过正电荷向畴壁处的迁移来平衡负电荷以降低静电势。同时空穴在 h-ErMnO3

中是多子而且具有较高的迁移率，通过空穴的定向移动可以平衡畴壁处束缚的负

电荷，因此 TT 畴壁具有较高的导电性。对于 HH 畴壁，情况恰好相反，因此具有

较差的导电性。h-HoMnO3 中类似的现象也可用该机制解释[88]。 
在传统铁电体中，带电畴壁因引入大的静电能因此会逐渐弛豫到电中性状态

[166]。由于 h-REMnO3 体系铁电极化驱动力的几何特性，带电畴壁能够稳定存在。

畴壁与极化方向的夹角不同，决定了畴壁带电性质和带电量的差异。综合以上结果，

我们在表 3.1 中汇总了铁电畴壁的构型与带电情况。畴壁构型用（XX，α）符号表

示：XX 表征畴壁两侧铁电极化的相对方向；α表示畴壁的法线方向与铁电极化方

向 P 之间的夹角。 
由于畴壁的功能性与其结构的构型密切相关，因此，h-REMnO3 畴壁的结构一

直以来是研究的热点内容，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但到目前为止，h-REMnO3

畴壁的构型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列处于顺电相

位置（即 P63/mmc 对称性下的镜面位置）的 RE 离子。M.-G. Han[168]和 T. Choi[66]

等研究者们认为，不管对于何种构型的畴壁，均存在一列 RE 离子处于顺电相位置。

而张庆华（Q.-H. Zhang）[186]和于奕（Y. Yu）[187]等人通过高分辨电子显微镜的实

验观察结果认为，包含和不包含位于顺电相位置的 RE 离子的畴壁均存在（即畴壁

有两种构型）：构型一的畴壁中存在位于顺电相位置的 RE 离子；构型二的畴壁中，

两种极化方向的畴直接过渡，其间不存在位于顺电相位置的 RE 离子。Y. Kumagai 
等人[87]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的结果认为，无论何种类型的畴壁，都不存在位于顺

电相位置的 RE 离子。 
 
 

3 cos3gQ 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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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铁电畴壁构型与带电情况汇总表 

畴壁种类 畴壁构型 

带正电畴壁 

头对头型（HH，180°） 

带电量：+  

头对头型（HH，α） 

带电量：+  

带负电畴壁 

尾对尾型（TT，180°） 

带电量：-  

尾对尾型（TT，α） 

带电量：-  

中性畴壁 

并排型（SS，0°） 

带点量：0 

头对尾型（HT，α） 

带点量：0 

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我们根据大量的 HAADF-STEM 图像的观测结果，对 h-
YMnO3 中可能存在的畴壁构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类。总结发现，h-YMnO3 中

相邻两个铁电畴在 2-3 个单胞宽度内实现从铁电极化向上向铁电极化向下的完全

过渡；根据铁电极化过渡方式的不同，可能存在的畴壁构型有四种，分别为类型-
A~类型-D，汇总在图 3.8 中。 

2 P 2 cos( )αP

2 P 2 cos( )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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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h-YMnO3中的四种铁电畴壁 

(a)-(d) 分别为h-YMnO3中类型-A~类型-D铁电畴壁。每个小图中，左侧为铁电畴壁

的HAADF-STEM图像。实心圆形表征畴壁附近Y离子位置：黄色为Y上；绿色为Y中

间；橙色为Y下。右侧为表征Y离子强度与垂直位置关系的曲线图。类型-A和类型-B的

铁电畴壁对应的曲线图只有两个峰，代表垂直方向只有两个位置，不存在处于顺电

相位置的Y离子。类型-C和类型-D的铁电畴壁对应的曲线图有三个峰，说明在垂直

方向存在三个位置，包含处于处于顺电相位置的Y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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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小图中，左侧为表征铁电畴壁的 HAADF-STEM 图像，其中红色和绿色虚

线长方形框分别表示极化向上和极化向下的单胞。红色虚线表示畴壁的位置。需要

注意的是，由于畴壁具有一定宽度，虚线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表征过渡方式，并不是

代表严格的畴壁位置。在红色虚线附近，我们用实心圆形标记出 Y 离子的位置：

在平衡位置（顺电相位置）上方的 Y 离子用黄色圆形表示（Y 上）；在平衡位置下

方的 Y 离子用橙色圆形表示（Y 下）；在平衡位置附近的 Y 离子用绿色圆形表示

（Y 中间）。为了清晰地表征铁电极化在畴壁的过渡方式，我们对于每种畴壁均绘制

了 Y 离子强度与垂直位置之间的关系曲线（每个小图中右侧曲线图）。对于类型-
A 和类型-D 的畴壁，Y 离子只有两种峰（红色和蓝色曲线），表明畴壁处只有两

种 Y 离子位置（Y 上和 Y 下）；对于类型-B 和类型-C 的畴壁，除了 Y 上（红色曲线）

和 Y 下（蓝色曲线）离子对应的峰外，存在峰位位于二者之间的绿色曲线，其对应

处于顺电相位置的 Y 离子（Y 中间）。值得一提的是，类型-D 的畴壁在之前的文献

报道[188]中只有结构模型预测，这里我们给出了实验观测的结果。对 h-YMnO3 铁电

畴壁的系统分类，有助于澄清畴壁构型的争议，同时也是畴壁性质探究的必要前提。 
晶格的平移对称性在畴壁处被打破，可用平移矢量 T 表示。计算可知：类型-

A 畴壁的平移矢量是 1/6[210]；类型-B 畴壁的平移矢量是 2/3[210]；类型-C 畴壁的

平移矢量是 1/3[210]；类型-D 畴壁的平移矢量是 5/6[210]，如图 3.9 所示。 

 

图3.9  h-YMnO3中的四种铁电畴壁的结构示意图 

3.5  电子束调控铁电涡旋畴的动态演化 

铁电极化的反转和铁电畴壁的运动是铁电材料功能化实现的前提。理解铁电

畴在外界电场条件下的运动有助于理解铁电体在服役过程中的工作状态和影响材

料性能的因素。对铁电畴或畴壁的调控 常用的方式为接触式：即在铁电材料两侧

构建接触式正负电极施加电压，如基于 AFM 的扫描探针技术以及基于 TEM 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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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电学实验（电极为针尖或者芯片，前者施加点电场，后者可施加平行电场）[166, 

168, 169]等。这种接触式的方式虽然有效，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材料的损伤，同时

也会引入接触电阻。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h-YMnO3 中包含带电的畴壁，

而这种带电畴壁被认为能够敏感地受控于外来载流子的浓度[90]。这启发我们利用

非接触的手段（如电子束）调控涡旋畴和畴壁的演化。这种基于电子束的调控方式，

一方面避免了对材料的损伤，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电子束容易会聚的优势，实

现高空间分辨的调控。 
实验中，我们选取包含三个涡旋畴核心的区域为研究对象，初始状态如图

3.10(a)所示。由于实验选择的成像条件为 双束，根据 3.3.2 节的分析结

果和以及实验中 g = (004)矢量的方向，能够将图 3.10(a)中所有铁电畴的极化方向

标记出来。根据铁电极化方向与畴壁方向的关系（见表 3.1），可以确定畴壁的带

电性质（“+”表示带正电的畴壁；“-”表示带负电的畴壁；“o”表示中性畴壁）。

由此可见，初始状态中部分铁电畴壁为带电畴壁，部分畴壁表现为电中性。 

 
图3.10  TEM暗场像展示在电子束辐照下铁电畴的可逆动态连续演化 

(004) /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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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 在电子束诱导下铁电畴的正向长大。(k)-(n) 撤掉电子束后铁电畴逆向回复

到初始状态。(o) 终稳定状态。(f)-(j),(p)-(t) 与暗场像一一对应的图解模型。畴壁

上的黑色箭头表征畴壁的运动方向。标尺为200 nm 

在电子束辐照下，不同性质的畴壁的运动情况有很大不同：带电的畴壁（如图

3.10(a)中左侧涡旋畴中β-铁电畴对应的畴壁）往往能够优先于电中性畴壁开始运动，

并同时伴随着相应的铁电畴铁电极化的反转。带电的畴壁开始运动后逐渐与带异

性电荷的畴壁迅速靠近。当距离小于一定临界值（dc）时，会产生两种情况：（1）
由于静电力的作用，带正电和带负电的铁电畴壁相互融合并消失。这种情况仅发生

在畴壁两侧的铁电畴相位相同时，如图 3.10(d)中位置 1 和位置 2（或图 3.10(i)中的

位置 I 和位置 II）所示；（2）静电力作用下，带正电和带负电的铁电畴壁相互靠

近但不能融合， 终形成超窄畴。这种情况发生在畴壁两侧的铁电畴相位不相同时。

由于涡旋畴的拓扑保护，二者不能融合（否则相邻铁电畴的相位差不满足±π/3，从

而使得体系能量显著升高），如图 3.10(d)中位置 3 所示。在图 3.12 对涡旋畴的这

种拓扑保护行为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对于电中性的畴壁（典型地，图 3.10(a)中右

侧涡旋畴中γ-铁电畴对应的畴壁），只有当入射电子在畴壁处累计的电子密度到达

一定程度使得导致畴壁产生凸起并局部带电后，畴壁才开始有明显的运动。因此，

根据以上结果可知，畴壁的活跃程度与畴壁带电量的绝对值大小直接相关：带电量

越大，在电子束作用下越容易移动。这让我们联想到 J. A. Mundy 等人[90]通过外加

电压改变带电畴壁附近束缚电荷的巡游性，进而调控 HH 畴壁的导电性（电阻态或

导电态）的工作。 
在电子束辐照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铁电畴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如图 3.10(e)

所示。延长辐照时间，铁电畴和畴壁均不再发生运动。此时，电子束辐照的外界刺

激、带电畴壁之间的静电力作用等因素之间相互平衡。 
当撤掉电子束的辐照后（实现方法是将样品移除视野，间隔特定时间后移回视

野并快速获得图像），铁电畴和畴壁将逐渐回复到初始位置（图 3.10(k-n)所示）。

这是由于在电子束作用下达到的稳定状态中，畴壁并不是处于热力学的稳定状态

或能量 低的晶面，因此，当外界刺激消失后，畴壁倾向于弛豫到能量 低的状态

[166]。这种畴壁的“拓展-回复”过程能够重复四到五个循环， 终稳定在一个中间

的稳定状态（图 3.10(o)所示）。这表明即使在几何铁电体中，仍然存在铁电畴的反

转的“疲劳现象”。值得注意的是，h-YMnO3 的矫顽场与 h-LuMnO3 接近，大约为

40 kV/cm，远大于电子束辐照能够引入的电场[168]。因此，图 3.10 中的实验结果表

明，带电畴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驱动铁电畴反转所需的外加驱动力。 
实际材料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缺陷，如氧空位、间隙原子以及位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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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缺陷能够改变铁电材料中铁电畴的运动方式，如氧空位能够钉扎 h-ErMnO3 的

涡旋畴核心[168]，因此在材料实际服役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在实验中探究了在

涡旋铁电畴的动态运动中，位错对铁电畴壁的钉扎作用。图 3.11 所示的一系列暗

场像对位错的钉扎作用进行了直接表征。在电子束作用下，带电的铁电畴壁较为活

跃，能够首先开始运动并趋向于到达到一定的稳定状态（与图 3.10 所示的规律相

同）。但材料中存在的位错（白色箭头标记）能够钉扎铁电畴壁，抑制铁电畴壁的

运动，或者改变铁电畴壁运动的速度和方向[169]。只有当外界刺激提供的驱动力大

于畴壁解钉扎所需的能量时，畴壁才能够绕过位错继续运动。实验中，由于电子束

辐照提供的驱动力不足以使畴壁摆脱位错的钉扎，因此畴壁不能绕过位错继续运

动（如图 3.11(d)所示）。这种情况下，撤去电子束的辐照，铁电畴壁不能与图 3.10
所示的情况一样回复到初始位置。位错的钉扎作用使得畴壁的运动变为单向、不可

逆。这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说明了位错对铁电畴反转和畴壁运动的危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否有位错存在，涡旋畴核心的位置在整个铁电畴

运动过程中都保持不变，这与之前的文献报道保持一致[70]：体系从高温开始冷却

时，涡旋核心（涡旋弦）先于畴壁形成，而且一旦形成，其位置在较大的温度范围

内都非常稳定。 

 
图3.11  铁电畴壁演化与位错之间的相互作用 

(a) 初始状态。(b)-(d) 随时间变化的连续动态过程。(e)-(h) 与暗场像一一对应的图

解模型。位错位置用白色箭头表示。图中标尺均为200 nm 

h-YMnO3 畴结构的拓扑保护行为已经得到了理论计算的验证[71]：每两个相邻

的铁电畴之间相位差保持为±π/3。这决定了在一个涡旋畴中，任何情况下铁电畴壁

都不会相互融合消失。这种拓扑保护行为在图 3.10(e)中得到了初步的实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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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3.12 中，我们通过对单一的涡旋畴进行足够长时间的电子束辐照，进一步实

验验证了六瓣畴的拓扑保护行为。实验发现，不论如何增加电子束作用时间或电子

束辐照剂量，都不能使任何一个铁电涡旋中的任何一个畴（或相）彻底消失。在足

够长的作用时间后，只会将某种极化态的畴区域减小到极小，形成超窄畴。在实验

条件下， 终的稳定状态中α+，β+和γ+三个畴转变为极窄的铁电畴（如图 3.12(c)
所示）。这说明了铁电单畴态在不受应力的单晶 h-YMnO3 中是不可获得的。 

 
图3.12  一个涡旋畴的连续演化表征拓扑保护性质 

(a) 涡旋畴的初始状态。(b) 中间状态。(c) 终态。其中α+，β+和γ+畴变为极窄

畴，但并不会消失，表明了涡旋畴的拓扑保护。(d)-(f) 与暗场像一一对应的图解模

型。图中标尺均为200 nm 

通过以上一系列实验证据，我们探究了利用非接触式方式下实现的 h-YMnO3

铁电涡旋畴的可逆反转、畴壁的可逆运动行为，探究了位错和拓扑保护行为在铁电

畴反转中起到的作用。铁电畴的实际应用潜力在于利用小的驱动力驱动铁电畴的

反转或者畴壁的运动，这对于铁电体在铁电存储器方面的应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实验发现，h-YMnO3 中带电畴壁能够减小驱动铁电反转所需提供的外加驱动力，

因此在促进铁电畴运动方面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电子束驱动铁电畴的运动相较

于接触式的方法具有高空间分辨、非接触式、非破坏性等优势。同时，Zibin Chen
等人[189]近期利用电子束对 h-YMnO3 的铁电畴实现了可控的书写和擦除，这极大地

提高了 h-YMnO3 实际应用的可能性。然而，考虑到 h-YMnO3 本身拓扑保护畴结构

的复杂性，以及电子束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复杂性，h-YMnO3 铁电畴在电子束作用

下动态反转的内禀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入的理论探究。这方面可以借鉴 J. L. Har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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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190]在利用电子束改写传统铁电体（Rb 掺杂的 KTiOPO4 (RKTP)体系）的畴

结构时建立的理论模型和总结的规律。 

3.6 本章小结 

本章中，我们对 h-REMnO3 中特殊的涡旋畴以及畴壁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和总结，着重展示了透射电子显微镜和显微学方法，如衍射衬度像、高分辨显微成

像等，在涡旋铁电畴研究中的应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能够同时提供高空间分辨率和

高能量分辨率的信息，这使其在铁电畴晶体结构、电子结构及输运性质等方面的研

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了一种具有鲜明优势、特色和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 
基于一系列的实验结果，本章对 h-YMnO3 涡旋铁电畴中可能存在的畴壁类型

进行了细致地分类，并给出了原子级别的图像。同时，我们重点关注了在传统铁电

体中为高能态而在 h-YMnO3 中能够稳定存在的带电畴壁的性质和行为。实验发现，

这种带电畴壁在电子束作用下表现出活跃的运动，并能够带动相应的铁电畴发生

反转。系统的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极化的反转在完美晶体中是可逆的，但存在铁电极

化反转的“疲劳效应”；当位错存在时，这种极化的反转为单向不可逆的。这源于

位错对铁电畴壁的钉扎作用。另外，利用电子束对单一涡旋畴的长时间辐照，我们

从实验角度验证了 h-YMnO3 涡旋畴结构的拓扑保护行为，证明了 h-YMnO3 单晶中

单畴状态的不可得。这种对电子束作用下涡旋铁电畴行为的探究，一方面揭示了带

电畴壁在铁电畴反转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丰富了带电畴壁的功能；另一方面，

也有助于在原位电学实验中提取纯粹的外加电压对极化反转的作用，排除电子束

辐照等非本征因素的影响。本章的结果为非接触式地、高空间分辨地、可控地调节

铁电畴的反转提供了前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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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钪掺杂的六方铁氧化物的显微结构与畴结构研究 

4.1  本章引言 

上一章中，我们系统讨论了六方锰氧化物的铁电涡旋畴结构，重点关注了涡旋

铁电畴相对于传统铁电体畴结构的特殊性：反相畴壁、铁电畴壁和反铁磁畴壁的互

锁为多种序参量的耦合以及多铁性的实现和应用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但天然地，由

于 Mn 离子的面内三角形晶格以及相对较弱的磁交互作用，单晶 h-YMnO3 的磁结

构为二维的自旋阻挫构型，不具有宏观净磁矩[75]。同时，反铁磁转变温度远低于室

温（TN ~ 76 K）[91]。磁性方面的短板极大地限制了 h-REMnO3 多铁材料室温下可能

的应用。因此，研究者们逐渐将目光转向了磁交互作用相对更强的铁氧化物体系。 
与 h-REMnO3 同构型的六方铁氧化物 h-LuFeO3 被认为是更具潜力和应用前景

的多铁材料体系，因此近期吸引了多铁材料领域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19, 35, 80, 94, 191-

193]。结构相变点以下，h-LuFeO3 体系与 h-REMnO3 的对称性一致（P63cm），具有

A 位 Lu 离子贡献的单轴的铁电极化（极化方向沿 c 轴方向），铁电极化大小约为

6 μC cm-2[35]。但与锰氧化物不同的是，h-LuFeO3 的基态磁结构为 A2，这由

的符号决定（ 和 分别对应两种简并的超-超交换相互作用路径）

[80]。在这种磁构型下，自旋离开 a-b 平面而向 c 轴倾转，从而贡献沿 c 方向的宏观

的净磁矩。这种磁结构在锰氧化物中只能稳定存在于受特定应力的体系中（在第六

章中详细介绍）。而且由于 Fe 离子之间的面内磁交互作用更强，六方 h-LuFeO3 的

磁转变温度也远高于锰氧化物。虽然磁转变过程仍存有一定争议（详见第一章 1.2.4
节），但可以肯定的是，h-LuFeO3 在 150 K 以下存在宏观的非零磁矩。综上可知，

h-LuFeO3 具有相较于锰氧化物更优异的性能。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铁氧化物的

多铁性只可能存在于具有 P63cm 对称性的六方体系中，而该体系仅存在于亚稳态

的薄膜体系中（如 h-LuFeO3/α-Al2O3 (001)体系）。而在不受应力的单晶情况下，

LuFeO3 为正交相（空间群：Pnma，No. 62），不具有铁电极化[191]。这不仅限制了

h-LuFeO3 多铁性可能的应用，同时也阻碍了对 h-LuFeO3 本征的铁电性和磁性的探

究。 
近在晶体生长方面的进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h-LuFeO3的研究。A. Masuno[191, 

192]和 L. Lin[194]等人报道了通过 A 位掺杂 Sc 离子掺杂以及 S. M. Disseler 等人[195]

报道了通过 B 位掺杂 Mn 离子，可以将 o-LuFeO3 单晶稳定在六方相（空间群：

P63cm，No. 185），并具有铁电极化。尤其是(Lu1-x,Scx)FeO3 体系，其不仅具有可能

11 12
c c cJ J JΔ = − 11

cJ 12
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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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铁性，同时由于 Sc 离子不贡献磁矩，这为研究纯粹的 Fe 离子自旋和材料的

磁结构提供了良好的平台[191]。因此，单晶的(Lu1-x,Scx)FeO3 成为了多铁材料领域研

究者们的重点研究对象[191, 193-195]。但至今仍有一些重要问题未能有较明确的答案，

比如：（1）单晶 ScFeO3 和 LuFeO3 基态均不为六方相，为何一定比例的 Sc 掺杂

体系(Lu1-x,Scx)FeO3（x 在 0.5 附近）能够被稳定在六方相？Sc 离子稳定六方结构的

机制还不甚清楚；（2）Sc 离子对 h-(Lu1-x,Scx)FeO3 体系的几何铁电性和畴结构的

贡献仍缺乏深入的认识，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虽然 K. Du 等人[193] 近报道了

利用 PFM 观察到的 h-(Lu0.6,Sc0.4)FeO3 中的涡旋畴结构，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报

道中缺乏对畴结构（如铁电涡旋畴核心以及畴壁的结构）的细致探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章基于高纯的 h-(Lu0.5,Sc0.5)FeO3 单晶，利用电子显微镜学

方法，系统探究了该体系的显微结构、原子分辨的化学组成、电子结构、畴结构以

及铁电性和磁性质。本章开始，我们结合 X 射线衍射分析（XRD），选区电子衍

射（SAED）和高分辨像确定了体系的晶体结构和对称性，同时获取了 Sc 离子在

体系中可能的分布信息。借助于四探头的 Super-X 能谱探测系统（四个硅漂移探测

器，如图 2.5 所示），我们获得了原子分辨的元素分布 EDXS 图像，在原子级别确

认了 Sc 离子在体系中的分布。体系的畴结构探究是本章的重点内容。借助于衍射

衬度成像，我们获得了体系涡旋畴结构在较大范围内的分布和相互关联情况。进一

步，基于球差校正 STEM 给出的涡旋畴的原子分辨 HAADF 图像，我们解析了涡

旋畴核心以及畴壁的结构，同时，定量分析了铁电极化位移在各个畴区和涡旋畴核

心内的分布以及在各个极化状态之间的过渡。原子层分辨的电子能量损失谱给出

了 Sc 离子在涡旋畴核心附近的分布，排除了 Sc 离子偏聚对拓扑涡旋畴形成的贡

献。 后，磁性表征揭示了该体系的磁性质。本章对六方铁氧化物体系的系统研究

为提取本征的铁性序参量之间的耦合方式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该体系性能的调

控做了准备。 

4.2  显微结构表征与分析 

对于稀土铁氧化物体系 REFeO3，在传统的单晶体生长方式下，晶体结构均为

钙钛矿型，不依赖于 RE 离子半径。利用特殊的晶体生长方式，如喷雾法、溶液法

等，可以获得一些体系（RE = Eu，Yb）的亚稳态的六方相[191]。基于高温烧结纯相

的 Lu2O3，Sc2O3，和 Fe2O3 粉末的方式，A. Masuno 等人[191, 192]通过对得到的一系

列(Lu1-x,Scx)FeO3 单晶体进行 XRD 和 X 射线同步辐射分析发现，当 x ~ 0.5 时，

(Lu1-x,Scx)FeO3 晶体为高纯度的六方相。X 射线同步辐射结构精修给出了 h-
(Lu0.5,Sc0.5)FeO3 的晶胞结构参数信息，如表 4.1 所示[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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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300 K 下 h-(Lu0.5,Sc0.5)FeO3的晶胞结构参数* 

原子 位置 g x y z U (10-2 Å) 

Lu1/Sc1 2a 1.0 0 0 0.2698(1) 0.39(3) 

Lu2/Sc2 4b 1.0 1/3 2/3 0.2342(4) 0.41(3) 

Fe 6c 1.0 0.332(2) 0 0 0.29(2) 

O1 6c 1.0 0.308(1) 0 0.1693(5) 0.7(2) 

O2 6c 1.0 0.648(3) 0 0.334(2) 0.7(2) 

O3 2a 1.0 0 0 0.4788(9) 0.7(2) 

O4 4b 1.0 1/3 2/3 0.016(1) 0.7(2) 
*空间群：P63cm (No. 185), Z = 6. 晶胞参数：a = 5.86024(6) Å, c = 11.7105(2) Å. Rwp = 4.90%, 
RI = 2.58%, RF = 2.37%. 

基于以上晶胞结构参数，我们构建了 h-(Lu0.5,Sc0.5)FeO3 的晶胞结构模型，如图

4.1(b)所示。 

 
图4.1  LuFeO3体系的单胞结构模型 

(a) 无掺杂的o-LuFeO3体系的结构模型，空间群为Pbnm。(b) Sc掺杂的LuFeO3体系h-
(Lu0.5,Sc0.5)FeO3的结构模型，空间群为P63cm，晶格常数参照文献中结构精修结果

[191] 

本章研究内容采用的样品来源于复旦大学王文彬老师课题组，生长方式与 A. 
Masuno 研究组采用的生长方式类似。Sc 掺杂比例同样为 x = 0.5。单晶体的 XRD
结果如图 4.2(a)所示，观察可知，除(Lu0.5,Sc0.5)FeO3 晶体的(002n)衍射峰外，无其

它衍射峰存在，表明(Lu0.5,Sc0.5)FeO3 晶体为具有单一取向的纯相。插图为单晶柱体

的宏观形貌。更加细致地，基于 X 射线同步辐射的测量结果，可对衍射峰的强度

进行定量分析，进而判断晶体的可能对称性：黑色叉号代表实验测量得到的衍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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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度结果；红色曲线为假定对称性为 P63cm 时的计算结果；绿色竖线代表布拉

格衍射峰；蓝色曲线为实验结果与计算结果的差值。由图可知，实际晶体的对称性

与 P63cm 对称性一致。 

 
图4.2  X射线衍射物相分析 

(a) θ-2θ扫描确定(Lu0.5,Sc0.5)FeO3为单一纯相，无其它杂质衍射峰出现。(b) 结构精

修拟合结果。利用P63cm对称性的衍射峰拟合可以得到较好的拟合结果 

进一步，借助于 SAED 和 HAADF-STEM，我们对 h-(Lu0.5,Sc0.5)FeO3的显微结

构进行了细致的表征和分析。图 4.3(a)展示了 h-(Lu0.5,Sc0.5)FeO3 样品[100]带轴的

HAADF-STEM 图像。由于在 HAADF-STEM 图像中原子的亮度与原子序数的α次

方（α在 1.7-2.0 范围内）成正比（参考第二章第 2.4.5 节）[137]，因此，图中较亮的

原子柱为 Lu/Sc 原子柱，较暗的原子柱为 Fe 原子柱。Lu/Sc 原子柱表现为“上-上

-下”的构型，表明 h-(Lu0.5,Sc0.5)FeO3 中 FeO5 六面体的三聚行为以及其 P63cm 的

对称性，同时也说明该视野范围内铁电极化方向平行于纸面向上。Lu/Sc 离子 c 方

向的极化位移大小可以用δ表示，如图 4.3(b)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Lu（No. 
71）原子与 Sc（No. 26）原子的原子序数有很大差别，但 A 位原子柱（Lu/Sc 原子

柱）并未出现衬度的分化，这暗示了 Sc 原子掺杂的均匀性。同时，对图 4.3(c)中
的[100]带轴选区电子衍射花样分析可知，除了与 P63cm 对称性对应的衍射斑外，

无其它多余衍射斑出现，表明 Sc 离子在体系中未出现长程有序结构（由于无明显

的弥散衍射强度出现，甚至也没有短程有序），这与 HAADF-STEM 图像给出的信

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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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h-(Lu0.5,Sc0.5)FeO3-[100]带轴显微结构表征 

(a) HAADF-STEM图像，较亮的Lu/Sc原子表现为“上-上-下”的构型，表明该区域

内铁电极化方向向上。(b) HAADF-STEM图像局部放大图，并叠加了原子模型。c方
向极化位移大小可以用δ表示。(c) [100]带轴电子衍射花样，显示为P63cm对称性 

为了获取更加全面的面内信息，我们对[210]带轴（与[100]带轴的夹角为 30°）
下样品的显微结构进行了探究，实验结果如图 4.4 所示。在该带轴下，向+c 方向位

移的 Lu/Sc 离子与向-c 方向位移的 Lu/Sc 离子在电子束方向相互重合（如图 4.4(b)
中的原子模型所示），这使得 A 位离子在图像中表现为沿 c 方向拉长的椭圆形，

不能体现出极化位移。同样地，A 位离子的衬度在整张图像中基本均匀，表明 Sc
离子的均匀分布。选区电子衍射花样同样符合 P63cm 的对称性，并无其它多余衍

射斑出现。 

 

图4.4  h-(Lu0.5,Sc0.5)FeO3-[210]带轴显微结构表征 



第 4 章   钪掺杂的六方铁氧化物的显微结构与畴结构研究  

 87 

(a) HAADF-STEM图像，较亮的原子层为Lu/Sc原子层，由于位移向上和位移向下的

原子在电子束方向的重合，其表现为沿c方向拉长的椭圆形。白色实线框中进行了原

子分辨的EDXS表征，见图4.5。(b) HAADF-STEM图像局部放大图，并叠加了原子

模型。(c) [210]带轴电子衍射花样 

传统的 EDXS 附件由于只有一个探头，因此信号收集效率较低，导致采集时

间较长、信噪比较差等问题，这使得收集到的信号与同时采集的 STEM 图像不能

一一对应。而 Titan Cubed Themis G2 300 (S)TEM 中配备的 Super-X EDXS 系统，

包含四个高灵敏度的硅漂移探测器(4×30 mm2)，并采用无窗设计，能够成倍地提高

信号的收集效率，保证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高的信噪比[196, 197]。利用 Super-X EDXS
系统，我们在图 4.4(a)白色实线框内的区域同时采集了 Lu、Fe 和 Sc 元素的 EDXS
信号，获得了原子分辨的元素分布图，如图 4.5 所示。观察图 4.6(b-e)可知，Lu 原

子（Lu-Lα）与 Fe 原子（Fe-Kα）的信号具有很好的原子分辨率，在 c 方向层状分

布。但对于 Sc 原子（Sc-Kα），其信号相对弥散，并未给出原子分辨的信息，而且

信号分布没有可分辨的有序性。至此，我们能够确定，在 Sc 掺杂的 h-
(Lu0.5,Sc0.5)FeO3 体系中，Sc 离子的分布是均匀的。而 Sc 离子掺杂后，体系的对称

性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驱使我们对 Sc 离子影响体系基态对称性的作用机制进

行深入的分析探究。 

 
图4.5  原子分辨的EDXS表征元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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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AADF-STEM图像展示进行EDXS表征的区域。(b) Lu-Lα边和Fe-Kα边信号的叠

加，显示了原子分辨率，Lu和Fe元素沿c方向交替排列成层状结构。(c) Lu-Lα边，

Fe-Kα边和Sc-Kα三种元素信号的叠加。(d)-(e) 分别单独展示了Lu-Lα边，Fe-Kα边
和Sc-Kα边的信号 

4.3  铁电涡旋畴结构研究 

在成功获得六方铁氧化物单晶体系之前，h-LuFeO3 只能够以亚稳态的形式存

在于薄膜体系中，如 h-LuFeO3/α-Al2O3 (001)[35]或 h-LuFeO3/YSZ (111)[94]。在薄膜

体系中，利用反射式高能电子衍射（RHEED）能够证明 h-LuFeO3 薄膜 a-b 面存在

3 3× 的重构，表明 FeO5 六面体的三聚行为以及 P63cm 对称性的极化单胞，同

时变温的 RHEED 和 XRD 结果表明这种极化状态能够保持到 TC ~ 1050±50 K 以上

[35]。S. M. Disseler 等人[94]通过对拉曼谱测量结果中 A1 声子模的强度分析，也能够

确定铁电转变温度为 TC ~ 1020±50 K。这表明铁电极化在亚稳相的 h-LuFeO3 薄膜

中能够稳定存在，且转变温度远高于室温。但到目前为止，并未有文献报道 h-
LuFeO3 薄膜中的铁电拓扑涡旋畴结构。这一方面源于 h-LuFeO3 受到面内应力作用

时铁电极化趋向于沿面外单一方向（基底法线方向）；更重要的是，薄膜的生长温

度低于体系发生结构相变的温度（一般认为在 1200 K 以上），这不满足拓扑畴核

心的形成条件[70]，因而不能产生相应的畴结构（涡旋畴结构）。这种现象在 h-
REMnO3 中同样存在，锰氧化物的薄膜体系中同样没能观察到涡旋铁电畴结构。因

此，亚稳态的 h-LuFeO3 薄膜体系限制了对其本征铁电畴结构的探究；反观察经过

高温烧结的单晶体系，其为畴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与 h-REMnO3 中 MnO5 六面体的三聚行为类似，在 h-(Lu0.5,Sc0.5)FeO3 中 FeO5

六面体同样具有三聚行为，从而导致 a-b 面 3 3× 的重构。[100]带轴下的 HAADF-
STEM 图像显示图像在水平方向（ [120]方向）扩大了三倍。这暗示了 h-
(Lu0.5,Sc0.5)FeO3 应当具备与 h-REMnO3 体系类似的拓扑涡旋畴结构。但由于漏导等

因素的影响，这种拓扑涡旋畴结构一直缺乏直接的实验观测。直到 近，罗格斯大

学（Rutgers）的 S. W. Cheong 课题组利用 PFM 首次在 h-(Lu0.6,Sc0.4)FeO3 中直接观

察到了六瓣的铁电涡旋畴结构[193]。但受限于 PFM 的分辨率，涡旋畴核心的构型以

及畴壁的结构仍然缺乏直接的实验表征，这对基于 TEM 的研究提出了要求。 
在此之前，我们利用铁电测试仪对材料在室温下的宏观铁电极化状态进行了

表征，获得了如图 4.6 所示的电滞回线。由图可知，曲线具有较好的方形度，表明

材料的组成和结构均匀，无高密度的缺陷，测试时漏电流较小。同时，可以读出材

料的饱和铁电极化强度（Ps）约为 5.7 μC cm-2，剩余铁电极化强度（Pr）约为 4.5 
μC cm-2，矫顽场大小（Hc）约为 4.8 kV mm-1。宏观铁电极化性能与锰氧化物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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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电滞回线显示了h-(Lu0.5,Sc0.5)FeO3具有室温下的宏观铁电性 

4.3.1  衍射衬度像表征铁电涡旋畴结构 

上一章节中我们已经展示了TEM衍射衬度像能够在对称性破缺的铁电体的铁

电畴结构表征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首先利用双束条件下的衍射衬度像在较

大范围内对 h-(Lu0.5,Sc0.5)FeO3 中的铁电畴进行了表征，如图 4.7 所示。由图可知，

h-(Lu0.5,Sc0.5)FeO3 具有与 h-YMnO3 类似的涡旋铁电畴结构：六个铁电畴围绕在一

个畴核心（红色圆圈表示），构成类似于三叶草形状的构型。相邻的铁电畴极化方

向相反，形成黑白相间的衬度，这与 PFM 表征的结果一致[193]。从图中可以估测，

每个涡旋畴的尺度在 200 nm 左右。涡旋畴的尺寸大小被认为与样品高温烧结后的

冷却速度直接相关：冷却速度决定了涡旋畴核心的密度，进而决定了涡旋畴的大小

（内在机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86, 193]。同时，对畴结构的相位分析可知（如图

4.7(a)插图所示），相互连接的两个涡旋畴核心具有相反的相位旋转排列顺序：一

个涡旋畴核心（α−β−γ−α−β−γ）一定与另外一个反涡旋畴核心（α−γ−β−α−γ−β）相

互连接。这表明拓扑 Kosterlitz-Thouless 相（KT 相）是 h-(Lu0.5,Sc0.5)FeO3 的基态[83, 

86]。除了六瓣涡旋-反涡旋畴对以外，我们也观察到了与之共存的圆形畴，如图 4.7(c)
所示。这种圆形畴在锰氧化物体系（如 h-ErMnO3 中）有过报道[83]，存在的原因如

下：圆形畴与涡旋畴核心在相转变过程中都能够产生，但由于在长程序与 KT 相的

转变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互关联函数和自由能的变化，大部分圆形畴因此逐渐消

失，而涡旋畴受对数熵的保护而能够稳定地存在于 KT 相中；与此同时，少数圆形

畴能够被保留下来并与涡旋畴对共存在 KT 相中。这种圆形畴-涡旋畴共存的所谓

的 KT 相与传统意义上低温下的 KT 相稍有不同（仅有涡旋畴存在）。参照李俊（J. 
Li）等对 h-ErMnO3 圆形畴的定义[83]，图 4.7(c)展示的圆形畴可以表示为环形数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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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畴壁结构）。 

 
图4.7  涡旋铁电畴的衍射衬度成像分析 

(a) 大范围的衍射衬度像，显示了h-(Lu0.5,Sc0.5)FeO3中互相连接的六瓣涡旋铁电畴。

铁电畴核心用红色圆圈表示。右上角的局部放大图显示了一对典型的涡旋-反涡旋畴

对。(b) 一个典型的六瓣涡旋畴及各个畴区的相位。在黑色方框区域进行了高分辨

成像，展示在图4.8中。(c) 除六瓣畴以外，圆形畴也被观察到 

4.3.2  原子分辨的铁电涡旋畴结构表征与定量分析 

为了对 h-(Lu0.5,Sc0.5)FeO3 的涡旋畴结构有更深入、更清晰的认识，我们借助于

球差校正的高分辨成像技术，对图 4.7(b)黑色方框内的区域进行了高分辨成像和定

量分析，如图 4.8 所示。由图可见，一个涡旋畴中存在两种构型的单胞（极化向上

和极化向下），分别对应两种不同的 Lu/Sc 原子的排列方式：上-上-下（铁电极化

沿+c 方向）和上-下-下（铁电极化沿-c 方向）。同时，由于 FeO5 六面体倾转角度

的不同，存在三种不同相位的反相畴（α，β和γ）。因此，在一个涡旋畴核心中具

有六种（Z2×Z3）不同的铁电畴（α±，β±和γ±）。为了确定一个涡旋畴中每个铁电

畴的相位，我们绘制了一个水平方向的标尺（图中上方白色标尺），将其作为铁电

畴相位转变的参考，具体操作如下：任意假定一个铁电畴相位为α，即将其极化单

胞的位置与标尺长格线对齐（如图中红色单胞所示情况），以此为标准确定标尺的

横向位置，然后将其它铁电畴的单胞（如图中蓝色和绿色单胞所示）与标尺格线对

比，获得相对于α畴相位的改变信息， 终确定铁电畴的相位。按此方法，我们可

以标记出一个畴核心周围所有畴区的相位，如图 4.8 所示：图中铁电畴区按照顺时

针旋转方向依次为α+，γ-，β+，α-，γ+和β-，表明畴结构为反涡旋畴构型。相邻的

两个铁电畴的相位相差为π/3，极化方向相差 180°。同时，根据畴壁处相位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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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可将畴壁划分为类型-I 畴壁（对应相位改变为 1/6[210]）和类型-II 畴壁（对

应相位改变为 1/3[210]）。对于畴核心，将其局部放大可得到细节的原子位移情况

（图 4.8 插图所示）。可以看出，涡旋畴核心内 Lu/Sc 原子柱基本无 c 方向位移，

原子位置接近顺电相位置。涡旋畴核心的结构在下面的定量分析中进行详细解析。 

 

图4.8  六瓣涡旋畴的HAADF-STEM图像。六个铁电畴围绕在一个涡旋畴核心，形

成一个反涡旋构型，不同相位的畴区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图像上方的标尺作为表征

每个畴区相位的参考。畴核心的局部放大图显示了核心内部Lu/Sc原子位于顺电相位

置 

为了揭示极化位移在铁电畴之间的过渡以及涡旋畴核心的结构特征，我们对

图 4.8 所示的整个区域进行了定量测量和分析。在 STEM 图像中，原子的强度可以

用一个（有时是两个）二维高斯峰（2D Gaussian peak）进行拟合[198]。对图像中的

每个原子做二位高斯拟合后，可以得到所有原子位置的坐标（定义图像左上角为坐

标原点）。定义 Lu/Sc 原子柱相对于平衡位置的偏移量如下： 



第 4 章   钪掺杂的六方铁氧化物的显微结构与畴结构研究  

 92 

 

 

（4-1） 

其中 i 为行序号；j 为列序号（ ）；μ代表第μ个原子；Δ为偏移量。由公式

（4-1）可以计算得到图 4.8 中每个 Lu/Sc 原子柱相对于平衡位置的偏移量，进而

得到整个涡旋畴的极化位移分布图，如图 4.9(a)所示。图中，越偏向红色的区域表

示原子相对于平衡位置的正偏移量越大；越偏向蓝色的区域表示原子相对于平衡

位置的负偏移量越大；黄绿色区域为极化过渡区域。另外，FeO5 倾转的三聚行为

导致了 A 位 RE 离子的位置由一个等效位置分化为 R1，R2 和 R3 三种不同的位置

（如图 4.9(b)的插图所示）。分别提取 R1，R2 和 R3 位置的 Lu/Sc 原子相对于原子

平衡位置的偏移量，可以得到原子极化位移在不同畴壁处的过渡情况，分别对应于

分布图 4.9(b-d)：图 4.9(b)显示的是α-，β-，γ+与α+，β+，γ-之间的畴壁；图 4.9(c)
显示的是α-，β+，γ+与α+，β-，γ-之间的畴壁；图 4.10(d)显示的是α-，β+，γ-与α+，
β-，γ+之间的畴壁。这三个畴壁与图 4.9(a)显示的畴壁位置一一对应。观察可知，

在畴壁处，原子位移偏移量表现为红色和蓝色之间的过渡颜色（黄绿色），表明原

子从正偏移位置到负偏移位置时是经过三到四个单胞宽度逐渐过渡而非瞬间跳变。 
涡旋畴核心的位置用白色圆圈标记在图 4.9(a-d)中。为了定量表征极化位移在

畴核心处的变化，我们在图 4.8 中虚线框标记的范围内进行了定量线分析，结果显

示在图 4.9(e)中。与定性分析的结果一致，在畴核心内部，位移的绝对值相对于畴

内有明显的降低，位移大小接近于零。在 Landau 自由能理论的框架中，极化位移

的大小是振幅 Q 的函数和倾转角度Φ的函数，其中 Q 反映了 K3 声子模的强度[71]。

涡旋畴核心内部极化位移的降低表明主序参量 Q 的振幅在核心内明显降低，即三

聚畸变强度明显减弱，这反映出畴核心处于高对称性的顺电相状态。由于 Q 的显

著降低伴随着Φ围绕涡旋畴核心的连续变化（0-2π），因此核心内的结构更适合用

 (No. 165) 和 P3c1 (No. 158)对称性表达。这反应出了畴核心中 RE 层不同于

P63cm 相的畸变方式。这与之前基态为 P63cm 对称性的 h-REMnO3 的研究结果一

致[70]： 相和 P3c1 相被认为是高能量的不稳定相，只能稳定地存在于应力聚集

或者序参量不均一的区域，典型地即为拓扑缺陷核心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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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六瓣涡旋畴的定量分析 
(a) 每列原子柱相对于顺电相平衡位置偏移量的分布图，红色表示偏移量为 大正

值，蓝色表示偏移量为 大负值。白色圆圈表示涡旋畴核心位置。(b)-(d) 分别为

R1，R2和R3位置的Lu/Sc原子的偏移量分布图，分别表征了三个畴壁处原子位移的缓

慢过渡。(e) 图4.8中虚线框内的极化位移线分布图。极化位移在畴核心处明显降

低。(f) 原子层分辨的Sc-L2,3边信号分布图，与图4.8白色实线框的位置对应 

之前的研究结果表明，In 掺杂的 h-YMnO3 体系（即 h-(Y1-x,Inx)MnO3）中，掺

杂原子容易在涡旋畴核心内聚集，从而达到释放应力和降低体系涡旋畴核心形成

能的作用[70]。在 h-(Lu0.5,Sc0.5)FeO3体系中，由于 Sc 的掺杂与涡旋畴结构的形成直

接相关，因此我们检验了 Sc 在畴核心内富集的可能性。为了表征 Sc 离子的分布，

我们借助于原子层分辨的 EELS，在包含畴核心的较大范围内（用白色实线框标记

在图 4.8 中）进行了 Sc 元素面分布的解析。图 4.9(f)展示了 Sc-L2,3 边的积分强度。

由于我们仅考虑一种元素在不同区域内的强度（或数量）分布，因此可以将区域强

度（表征单位面积内的原子个数）的表达式简化为[144]： 

 
 

（4-2） 

其中 N 是区域强度，单位为原子数每单位面积；β为 大散射角；Δ为积分窗口宽

度。由公式（4-2）可知，区域强度与 L2,3 峰的积分强度成正比。图 4.9(f)中，Sc 离

子层在该区域内表现为均一的颜色，这表明 Sc 离子在畴核心附近均匀分布，并未

( , )
( , )

core L core

domain L domain

N I
N I

−

−

β Δ=
β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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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内有明显的偏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Sc 离子掺杂后引起的电子结构的改

变而非 Sc 离子的分布主导着涡旋畴结构的形成。这样的观点可以通过第一性原理

计算进行验证，相关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4.4  磁性质分析 

考虑到磁性的改善是六方铁氧化物单相多铁材料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及 h-
LuFeO3 薄膜体系中的磁性转变温度仍存在争议 [35, 94]，我们对不受应力的 h-
(Lu0.5,Sc0.5)FeO3 单晶体系进行了磁性表征，以期获得体系中 Fe3+离子本征磁性质的

相关信息（注意到 Lu3+离子的 4f 轨道为全满、Sc3+离子的 3d 轨道为空轨道，均不

贡献磁矩）。磁性表征主要依赖宏观的表征手段—超导量子干涉仪（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SQUID）。 

图 4.10 展示了面内（H//a-b 面）和面外（H//c 轴）的 M-T 曲线（包含零场冷

曲线-ZFC 和场冷曲线-FC，测量场为 2000 Oe）。从图中能明显看出，二者均在 T 
~ 168 K 附近出现转折，伴随着明显的净磁矩的产生。由于本质上 h-REFeO3 体系

中的净磁矩来源于 A2 反铁磁构型中自旋向 c 轴的倾转[80]，因此磁性转变温度应称

之为尼尔温度（TN）。与理论预测的结果一致，h-REFeO3 体系相对于 h-REMnO3 体

系 TN明显的升高，这源于前者中被增强的 J1 交互作用[80]。M-T 曲线中另外一个值

得注意的特征是曲线在 T ~ 90 K 附近时出现转折，对应静磁矩随着温度的降低而

下降。这表明在~90 K 以下体系中的反铁磁交互作用占主导，磁性交互作用变弱。

这种磁性交互作用减弱的原因仍不明确，可能与 Fe3+离子自旋的重新排布有关。这

是该体系磁结构研究（可借助于中子衍射）方面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图4.10  h-(Lu0.5,Sc0.5)FeO3磁性测量 

(a) 磁场方向与a-b面平行时的场冷和零场冷曲线。(b) 磁场方向与c轴面平行时的场

冷和零场冷曲线。由图可知，在~168 K以下，出现明显的净磁矩，表明磁性交互作

用的出现。在~90 K以下磁矩大小明显减小，反铁磁交互作用逐渐占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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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透射电子显微镜及相关的表征手段（包括 SAED、衍射衬度成像、原

子分辨的 EDXS、EELS 等），对 h-(Lu0.5,Sc0.5)FeO3 体系的显微结构、涡旋畴结构

和化学组成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探究。以 Sc 离子的分布和涡旋畴结构的解析作为本

章的重点内容。结合衍射衬度像和高分辨 HAADF-STEM 图像可以发现，h-
(Lu0.5,Sc0.5)FeO3 体系具有与 h-REMnO3 体系相同的六瓣涡旋畴结构；同时 HAADF-
STEM 图像给出了涡旋畴核心和畴壁处的显微结构。对涡旋畴结构的定量解析揭

示了极化位移在铁电畴壁处的过渡情况以及畴核心处极化位移明显降低的顺电状

态。另外，原子分辨的元素分布图像在原子级别确认了 Sc 离子在 h-(Lu0.5,Sc0.5)FeO3

体系中的均匀分布。本章研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 h-(Lu0.5,Sc0.5)FeO3 体系的

研究中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由于 h-(Lu0.5,Sc0.5)FeO3 体系具有丰富的

物理性质和交互作用以及掺杂体系固有的复杂性（尤其是在理论计算方面），完全

回答该体系中包含的大量有趣的科学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的

投入。本章工作只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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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缺陷调控的 YMnO3几何铁电性能研究 

5.1  本章引言 

上面章节中我们讨论了 h-YMnO3 中特殊的六瓣铁电畴结构以及在电子束作用

下的动态演化行为。我们谈到，这种铁电畴结构相较于传统的位移型铁电体来讲，

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比如能够稳定存在带电的畴壁等[199, 200]。这些特殊性本质上源

于 h-YMnO3与位移型铁电体迥然不同的几何铁电极化机制[32, 33, 74]。在这种机制中，

对于 Y-O 键是否为杂化键以及其是否在 h-YMnO3 铁电极化驱动力中充当的作用，

仍存在一定的争议[32, 74]（详细讨论见第一章第 1.2.3 节）：B. B. van Aken 等人[32]

基于局部电子态密度的计算结果认为，Y-O键基本为离子键，不贡献大的玻恩（Born）
有效电荷的异常，因此 Y-OP 的位移只由静电作用和尺寸效应驱动；而 D.-Y. Cho
等人[74]借助于对 O K 边（Y 4d 区域）的极化依赖的 XAS 分析发现，Y 4d-O 2p 轨

道之间存在各向异性的再杂化（尤其是沿着 c 方向），而这种再杂化贡献了大的玻

恩有效电荷的异常，进而提出了将 Y-O 轨道杂化和结构声子模的不稳定性一起作

为 h-YMnO3 铁电极化的驱动力。因此，h-YMnO3 的铁电极化机制仍然是一个有争

议、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另一方面，氧空位是材料中不可避免的点缺陷，能够改变材料原有的晶体结构、

电学和磁学性质，从而诱导产生新的物理现象或性能。氧空位在材料研究和结构、

性能调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结构调控方面，典型地，T. G. Parsons 等人[201]和 J. 
D. Ferguson 等人[202]发现有序的氧空位能够使得 La2/3Sr1/3MnO3 由钙钛矿结构转变

为钙铁石结构。这种结构转变伴同时随着电输运性质的变化，因此可以利用外加电

场进行可逆调控[203]。另外，在典型的电荷有序材料 LuFe2O4 中，我们的研究工作

发现氧空位或间隙氧原子能够改变原有的电荷有序性，诱导产生新的结构调制和

电荷有序，这部分内容将在本论文第七章中展开介绍。性能调控方面，我们之前的

研究工作发现 h-YMnO3 中不同位置的氧空位能够改变反铁磁构型[78]：顶点氧空位

的存在能够稳定Γ4 反铁磁构型，诱导产生面外非零的净磁矩。这为 h-YMnO3 丰富

磁性质的实现以及多铁性能的调控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本论文第六章工作的一个

出发点。 
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内容，我们系统探究了氧空位对 h-YMnO3 多铁性能的调控

作用：包含第五章和第六章两个章节的内容。本章中，我们主要关注氧空位在 h-
YMnO3 几何铁电性调控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我们探究了氧空位诱导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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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YMnO3 表面几何铁电极化的异常重构现象，进行了原子级别的表征、定量测

量和理论分析；另一方面，通过探究这种几何铁电性异常现象的起源，得到了面内

氧原子（OP）在 h-YMnO3 几何铁电极化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我们利用逆向思维，

通过对比 OP原子缺失的单胞与完美晶胞的电子态密度（DOS），发现当存在面内

氧空位（VOP）时，Y-OP轨道杂化强度相对于完美单胞明显减弱或消失，同时伴随

着 Y 离子极化位移的减小甚至消失，进而我们分析得到了 OP原子与 Y 4d-Op 2p 轨

道杂化以及 h-YMnO3 铁电极化位移之间的关系，证明了 Y 4d-OP 2p 轨道杂化机制

对几何铁电体铁电极化的贡献。这部分工作有助于推动理解 h-YMnO3 几何铁电极

化的起源和机制。同时，根据一系列实验结果和理论分析，我们提出了将氧空位看

作是连接 h-YMnO3 及其它类似的多铁材料中铁电性与铁磁性的桥梁，进而作为调

控多铁性和电磁耦合性的原子级调控元素的观念。这有助于多铁材料性能的改善

和器件化的应用。 

5.2  YMnO3表面几何铁电极化的重构 

h-YMnO3 的铁电极化由 Y 离子沿着 c 方向的位移贡献并与 MnO5 六面体的三

聚畸变密切相关[32]。考虑铁电相变前后 Y-O 键的变化以及氧原子作为连接 Y 离子

位移和 MnO5 六面体倾转的桥梁，我们首先分析 Y 离子和 Mn 离子的氧环境以及

二者之间的联系。 
对于非极化态的 h-YMnO3，其空间群为 P63/mmc (No. 194)，Y 离子的位置都

是等效的，只有一个 Wyckoff 位置[32, 33, 67]；对于极化态的 h-YMnO3，其空间群为

P63cm (No. 185)，Y 离子占据两种不同的对称性位置，即两种 Wyckoff 位置：Y1 和

Y2[67, 204]，如图 5.1(a)所示。极化单胞中，1/3 的 Y 离子向上（下）位移，2/3 的 Y
离子向下（上）位移，构成上-上-下（极化向上）或下-下-上（极化向下）的构型

[33, 67, 204]。图 5.1(a)展示的三维晶体单胞为铁电极化向下的情况。Y 离子位移的

佳观察带轴是[100]带轴，沿[100]带轴的投影如图 5.1(d)所示，其中，位移的大小用

投影距离δ表示。对氧原子，其位置的标识习惯以 Mn 离子作为参考：在 MnO5 六

面体平面内的氧原子标记为面内氧原子（OP）；在 MnO5 六面体顶角的氧原子标记

为顶点氧原子（OT）。由于 OP 原子（或 OT 原子）与 Mn 离子或 Y 离子的键长不

都相同，OP原子（或 OT原子）占据两种不同的 Wyckoff 位置。根据 Wyckoff 位置

的不同，OP 原子可以划分为 OP1 原子和 OP2 原子；OT 原子可以划分为 OT1 原子和

OT2 原子，如图 5.1(b)和(c)所示。对于 MnO5 六面体，其具有 D3h 对称性，Mn 离子

周围围绕三个面内氧原子（两个 OP1 原子和一个 OP2 原子）和两个顶点氧原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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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OT1 原子和一个 OT2 原子），如图 5.1(b)所示。三个相邻的 MnO5 六面体共用一

个面内氧原子（OP1 原子），并向 OP1 原子的方向倾转（如图 5.1(b)所示），即所

谓的三聚行为。YO8 多面体具有 D3d 对称性，包含两个面内氧原子（一个 OP1 原子

和一个 OP2 原子）和六个顶点氧原子（三个 OT1 原子和三个 OT2 原子），如图 5.1(c)
所示[204]。 

 

图5.1  h-YMnO3的晶体结构模型以及各个离子的氧环境  
(a) h-YMnO3的极化晶胞（空间群：P63cm）。(b) Mn离子的氧环境。三个MnO5三角

双锥体之间由面内氧原子OP1原子为媒介，相互之间顶角相连。(c) Y离子的氧环境。

两个占据不同对称性位置的Y离子与周围氧原子之间形成两种YO8多面体。(b)和(c)
中的键长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204]，单位为Å。(d) [100]方向的投影图。δ表征极化位

移的大小。(e) [001]方向的投影 

5.2.1  极化异常的表征与定量分析 

材料表面由于存在平移对称性的破缺、配位数的突变、悬挂键以及表面束缚电

荷等特性，因而常常具有和材料内部相异的特殊结构或新奇的性质（这在催化剂方

面表现得尤为突出）[205, 206]。多铁材料的表面也不例外。尤其是考虑到多铁材料中

多种序参量的耦合，这种表面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207-209]：例如，铁电极化引入的

束缚电荷必然引起自由载流子的重新分布以及结构的畸变以使体系能量 小化，

进而形成表面显微结构和电子结构的重构。这暗示着多铁材料表面可能拥有丰富

的特殊性质，因此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方向。 
具有高空间分辨率的球差校正 TEM 或者 STEM 能够直观地表征材料表面的

显微结构，同时结合 EELS 的高能量分辨率，能够给出材料表面电子结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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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是材料表面科学研究中的有力工具[205, 206]。借助于先进的电子显微学方法，我

们对 h-YMnO3 的表面进行了探究。 
基于 STEM 对 h-YMnO3 进行的系统表征，我们发现 h-YMnO3 单晶样品的铁

电极化位移会在表面处发生异常。图 5.2 为 h-YMnO3 单晶表面[100]带轴的原子分

辨 HAADF-STEM 图像。从图 5.2(a)可以看出，该区域内 Y 离子的排列为上-上-下

构型，表明极化方向沿+c 方向。同时，由于铁电极化方向与表面平行，因此图 5.2(a)
所示的表面无束缚电荷，为电中性表面。定义从 表层的原子起，第一个完整可见

的单胞为第一层（单胞用白色虚线框表示），与 外层表面距离相同的单胞序号相

同，依次类推能够标记出每个单胞的序号（如图 5.2(a)所示）。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第一层到第四层单胞相对于块体极化位移有明显的降低（表现为 Y 离子几乎在同

一水平面上）。为了探究几何铁电性产生异常的原因，我们首先对该区域内的极化

状态进行了定量分析。 

 
图5.2  h-YMnO3电中性表面的铁电极化异常现象的表征与定量测量 

(a) HAADF-STEM图像表征h-YMnO3电中性的表面结构。在表面层（用白色虚线与

块体部分分隔开），Y离子的极化位移出现异常的降低。(b) 表征极化位移分布的马

赛克图像。每个像素点对应(a)区域中一个单胞（白色虚线框表示）。(c) 每层平均

的铁电极化位移与距表面的距离之间的关系曲线图。表面四层单胞的极化位移明显

减小 

对于铁电材料，其整体的铁电极化大小可以通过对每个单胞中的电偶极矩求

和得到，因此极化强度 P 可以表示为[210]： 

  （5-1） 

其中 *
iZ 为每个原子的玻恩有效电荷； iδ 表示正负电荷中心之间的位移； 0V 为单胞

体积。对于 h-YMnO3，电偶极矩来源于 MnO5 六面体三聚引起的氧原子的运动以

及通过Y-O键带动的Y离子的运动：OT原子在面内朝向较长的两个Y-OP键位移；

Y 离子远离高温顺电相的镜面，同时保持 Y-OT键长保持不变。这 终引起两个 Y-
OP键长（~2.8 Å）相对非极化态减小（变为~2.3 Å）或拉长（变为~3.4 Å），进而

*
0/i iP Z V=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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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正负电荷中心的不重合，贡献铁电极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 h-YMnO3 中一

系列原子位移 终导致的结果和贡献铁电极化的原因是正负电荷中心的不重合

（看似与位移型铁电体类似），但这与 h-YMnO3 的几何铁电性并不矛盾。这是由

于 h-YMnO3 中原子位移和电偶极矩产生的驱动力是 MnO5 六面体的三聚（而不是

位移型铁电体中的化学因素），本质上来源于与 MnO5 六面体的三聚畸变关联的 K3

声子模的不稳定性以及 K3 声子模与 -
2Γ 声子模之间的耦合作用[71]。这种驱动力是 h-

YMnO3 区分于位移型铁电体的本质特征。由以上讨论可知，正电荷中心（Y 离子）

与负电荷中心（O 离子）运动的方向和大小相互耦合，因此，简单处理时，可以基

于 Y 离子之间的位移差（δ）表达和计算铁电极化的大小，如公式（5-1）所示。 
为了得到极化位移（δ值）在样品表面和内部的分布，需要确定图像中所有 Y

离子的位置。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介绍，HAADF-STEM 图像中原子的强度和位置

可以用一个（有时需要用两个）二维高斯峰拟合[211]。基于拟合得到的 Y 离子位置

坐标，参照公式（4-1）可以计算得到了每个单胞的极化位移值。为了清楚地表达

极化位移的分布，可以将单胞极化位移用具有颜色梯度（红色到绿色表示极化位移

递减）的马赛克图像表示，如图 5.2(b)所示。观察图 5.2(b)能够发现，在表面四个

单胞层范围内，极化位移相对于块体明显地降低。通过描绘单胞极化位移的平均值

（将具有相同层序号的单胞的极化位移平均）与距离表面的距离之间的关系（如图

5.2(c)所示），可以清晰地展示这种极化位移减小的趋势（绿色阴影部分）。利用

极化强度 P 与极化位移δ之间的关系（公式（5-1）），计算得到该区域内块体的平

均铁电极化强度约为 6.5 μC cm-2，而表面层 P 降低为 1.2 μC cm-2，减小幅度约为

81.5%。 
这种铁电极化的表面重构行为在位移型铁电体（如 Pb(Zr0.2Ti0.8)O3，PZT）中

也曾被观测到，并被认为受表面层下的铁电极化方向和表面带电性质调控[209]。这

主要来源于束缚电荷引入的退极化场的作用。而考虑到几何铁电体对退极化场不

敏感[212]，这种机制可能并不适用。为了验证这一推断，我们检验了 h-YMnO3 不同

带电性质表面的铁电极化重构情况，如图 5.3 所示。在图 5.3(a)和 5.3(b)所展示的

区域内，铁电极化的方向与表面不平行，因此会使得表面束缚电荷。结合铁电极化

方向（P）与表面法向（n）的关系： 0⋅ >P n 为带正电表面； 0⋅ <P n 为带负电表

面； 0⋅ =P n 为电中性表面； 1⋅ =P n 时带电量 大，可以得知，图 5.3(a)和 5.3(b)
分别为带正电表面和带负电表面。同样地，我们基于二维高斯峰拟合的方法得到了

每个区域内所有的 Y 原子位置，并计算得出了每个单胞的极化位移， 终得到了

表征极化位移分布的马赛克图像（图 5.3(b)和 5.3(e)）和平均极化位移与距离的关

系曲线图（图 5.3(c)和 5.3(f)）。观察图 5.2(b-f)能够发现，不论是带正电的表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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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带负电的表面，都和电中性的表面一样，在表面四个单胞左右的范围内，极化位

移均有明显的降低。 

 

图5.3  h-YMnO3带正电表面和带负电表面的铁电极化异常现象的表征与定量测量 
HRTEM图像表征h-YMnO3带正电表面(a)和带负电表面(d)的结构。在表面层（用白

色虚线与块体部分隔开），Y离子的下-下-上的构型逐渐消失，极化位移均出现异常

的降低。(b)和(e) 极化位移分布的马赛克图像。分别对应(a)区域和(d)区域。(c)和(f) 
每层平均的铁电极化位移与距表面的距离之间的关系曲线图，分别与(b)和(e)中的结

果对应。表面四层单胞的极化位移有明显降低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 h-YMnO3 表面铁电极化的异常重构行为与表面带电性质无

关，这与 PZT 中极化控制（表面电荷依赖机制）的表面极化重构行为有着显著的

差别[209]。这本质上来源于二者不同的铁电极化机制：PZT 作为一种典型的位移型

铁电体，表面电荷带来的退极化场能够显著增加极化态的能量，从而抑制铁电极化

态的稳定存在[209, 213]；而 h-YMnO3 的铁电极化驱动力为几何效应，因此对退极化

场的影响不敏感[212]。这表明 h-YMnO3 的表面铁电极化异常具有不同与表面电荷依

赖机制的新机制，值得深入地探究。下面小节中，我们借助于 EELS 和第一性原理

计算对这种极化异常的表面的电子结构进行了深入探究，揭示了这种铁电极化异

常的来源和机制。 

5.2.2  缺陷导致的电子结构变化 

由于 Y 离子的位移与 MnO5 六面体的三聚以及氧原子的行为密切相关，因此

Y 离子位移的异常暗示了材料电子结构的变化。探究材料的电子结构的变化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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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反推铁电极化异常的机制。EELS 通过探测受样品非弹性散射的电子的能量损失

分布，给出样品原子中电子的空间环境信息，从而在表征材料化学成分、氧化态、

键长以及固体的电子结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参照第二章第 2.4.6 节内容）[146]。尤

其是对于过渡金属元素，由于其 d 能带相对较窄，只有几个电子伏特，因此，电子

从芯能级向 d 能带跃迁时，能量损失大小很接近，从而能够形成了强度较高、峰型

较锐利的 L 边（所谓的白线）[146]。这为利用白线比（L2,3 比）、化学位移等方式定

量分析过渡金属元素的价态信息提供了可能[149]。另外，当 EELS 与 STEM 相结合

时（即 STEM-EELS），既能保证高的能量分辨率，又同时能够实现原子级别的空

间分辨率，是探测材料局域的电子结构（如表征点缺陷、位错、界面等对材料电子

结构的影响）的有效方法。在这里，基于 STEM-EELS 技术，我们对 Mn3+离子 L2,3

边进行了定量分析，重点关注了其从表面层到材料内部的过渡情况。 

 

图5.4  STEM-EELS测量电中性表面的Mn离子L2,3边 
(a) HAADF-STEM图像表征h-YMnO3电中性表面结构以及STEM-EELS线扫描的位置

（白色箭头位置）。表面层与块体部分用白色虚线分隔开。(b) 从表面（编号为1）
到块体内部（编号为10）的十个Mn L2,3边EELS谱。每个EELS谱是由相邻的五个

EELS谱对齐、叠加得到。(c) 定量计算得到的(b)中每个L2,3边的L2,3比及其对应的Mn
离子价态。表面四个单胞的L2,3比和Mn离子价态相对于块体值均有明显的变化 

为了控制单一变量，消除不必要的表面束缚电荷的影响（如果有），我们选取

电中性的表面作为研究对象，如图 5.4(a)所示。该区域内铁电极化的方向与表面法

线方向垂直（ 0⋅ =P n ），因此该表面为电中性表面。我们从样品表面到内部进行

了 STEM-EELS 线扫描（白色直线为线扫描位置），共采集五十个 EELS 谱。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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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良好的信噪比以满足定量分析的要求，我们将每五个 EELS 谱进行对齐、叠

加，得到了十组叠加后的 EELS 谱。叠加后的每组 EELS 谱经过如下处理[144]：（1）
零损失峰漂移校正：实验数据采集中选用 Dual-EELS 模式，通过将零损失峰（zero-
loss）对齐消除实验采集过程中能量漂移的影响；（2）背底扣除：对 Mn L2,3 边的

EELS 谱多重散射背底进行拟合并扣除；（3）去除多重复散射：为了尽量消除多重

复散射的影响，基于采集的包含零损失峰的低能损失峰，对芯损失峰进行解卷积处

理；（4）强度归一化。经过以上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如图 5.4(b)所示。观察发现，表

面层的 L2 边强度相对于块体有明显降低，这表明表面层 Mn 离子价态相对于块体

有所变化。定量地，我们对每组 EELS 谱分别计算了 L2,3 比（基于 D. R. G. Mitchell
开发的名为 Double Atan EELS Bkgd Fitting 的 Digital Micrograph 插件），定量处理

的细节参照了 P. A. van Aken 等人的工作[214]。计算结果如图 5.4(c)所示。 
对于过渡金属元素，L2,3 比（白线比）在 3d5 的电子排布构型下达到 大[148, 215, 

216]。对于 Mn 离子，即为 Mn2+时（3d5）L2,3 比 大。因此，Mn 离子的价态与 L2,3

比之间满足单调负相关的关系。基于一系列实验结果，能够总结出 L2,3 比与 Mn 离

子价态之间的经验公式[149]： 

  （5-2） 

其中 A = 24(9)；t = 0.83(11)；y0 = 1.64(8)，三者均为经验值；VMn 为 Mn 离子价态。

根据实验测量得到的 L2,3 比和经验公式（公式（5-2）），可以计算得到 Mn 离子价

态从表面到样品内部的变化趋势，如图 5.4(c)所示。由图可知，Mn 离子的 L2,3 比

（橙色实心圆点）在表面四个单胞范围内有明显升高，对应 Mn 离子价态（绿色实

心矩形）的明显降低。 
之前的研究工作发现，h-YMnO3 在电子束辐照下能够产生面内氧空位，进而

导致 Mn 离子在面内的位移[217]。这表明了 h-YMnO3 中氧原子的易失性。考虑到样

品表面成键的非对称性等因素，表面的空位形成能相对于块体内部更低，因此氧空

位在样品表面更容易产生。由此可以推断，h-YMnO3 表面 Mn 离子价态的降低可

能与表面氧原子的丢失相关：氧空位的存在导致变价元素 Mn 离子降低价态以维

持体系整体的电中性。观察 Mn 离子的氧环境可以发现（图 5.1(b)所示），Mn-OP

键长（~2.07 Å）长于Mn-OT键长（~1.86 Å）。参照键能与键长之间的哈里森（Harrison）
规则（键能与键长的负七次方成正比）可知[193]，h-YMnO3 中 OP原子相对于 OT 更

容易丢失。因此，表面层的氧空位类型应当为面内氧空位（VOP）。这种氧空位位

置的推测可以通过选区电子衍射花样进行验证。样品表面区域的选区电子衍射花

样如图 5.5(a)所示。表面层的电子衍射花样（EDP）相对于完美单胞的 EDP（如图

3 2 0/ ( ) exp( / )MnL L Mn A V t y= ⋅ − +



第 5 章   缺陷调控的 YMnO3 几何铁电性能研究  
 

 
 

104 

5.5(c)所示）出现了多余的 和[220]衍射斑（白色箭头所示），这与基于缺陷单

胞（包含 VOP）的衍射模拟结果（图 5.5(b)）一致。这种多余的衍射斑来源于 OP原

子缺失带来的面内对称性的降低[217]。 

 
图5.5  表面区域的[100]带轴EDP实验和模拟结果及其与完美单胞的对比 

(a) 表面区域的[100]带轴EDP实验结果，其中 [1 10] 和 [220] 衍射斑的出现表明面内对

称性的降低。插图为强度线分析结果。(b) 具有VOP的单胞的[100]带轴EDP模拟结

果，与(a)中的实验结果一致。(c) 完美单胞的[100]带轴EDP模拟结果，其中 [1 10] 和
[220] 衍射斑并不会出现 

更重要的是，对比 Mn 离子价态降低的区域（具有 VOP的区域，图 5.4(c)中蓝

色阴影部分）和铁电极化异常的区域（图 5.3(c)和 5.3(f)中绿色阴影部分）可以发

现，二者的范围基本一致。这表明 OP原子的缺失极有可能是表面铁电极化位移减

小的原因。为了进一步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同时揭示 OP原子在 h-YMnO3 铁电极

化中扮演的作用，我们借助于第一性原理进行了理论计算。 

5.3  第一性原理计算 

在探究 OP 原子的作用之前，我们首先计算了表面束缚电荷引入的退极化场对

h-YMnO3 表面结构、铁电极化重构的影响。为了 大可能放大表面束缚电荷以及

退极化场的作用，我们选取了具有两个单胞厚度（这也是样品可以称作为块体的

小厚度）的薄片作为计算对象，如图 5.6(a)所示。单胞上下表面均以氧原子层为终

结表面，分别对应束缚电荷为负的表面和束缚电荷为正的表面。上下表面真空层厚

度设定为 15 Å。初始结构中，参考 B. B. van Aken 等人报道的晶胞参数[218]，设定

单胞极化位移（δ）为 50.7 pm，且每层 Y 离子的位移相同。图 5.6(b)和(c)分别为单

胞[001]带轴和[001]带轴的投影图，展示了 OT原子的面内位置。初始单胞充分弛豫

后，原子位置（尤其是 Y 原子和 OT原子的位置）相对于初始位置发生明显的位移。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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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弛豫后的单胞中的原子位置和极化位移可以得到（图 5.6(d)所示）：束缚负电

荷的表面 Y 离子的极化位移（δ1）为 39.1 pm，相对于初始值有明显降低；而对于

束缚正电荷的表面，Y 离子的极化位移（δ3）稍有升高（δ3 = 52.5 pm）。仔细观察

带负电表面（图 5.6(e)）和带正电表面（图 5.6(f)）沿 c 方向的投影能够发现，这种

Y 离子极化位移的改变，本质上来源于氧原子位置（尤其是 OT原子）的显著改变，

如图 5.6(e)和(f)中绿色箭头所示。 

 

图5.6  DFT计算检验表面束缚电荷对几何铁电极化的影响 
(a) 初始单胞的结构模型。单胞c方向为2个单胞厚度，上下表面的真空层设定为15 
Å，三层Y离子层的极化位移（用δ表示）相同，为50.7 pm。(b)和(c) 分别为初始单

胞带负电表面(b)和带正电表面(c)沿c方向的投影图。(d) 弛豫后的单胞结构模型。三

层Y离子层的极化位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e)和(f) 分别为弛豫后单胞带负电表

面(e)和带正电表面(f)沿c方向的投影图，可以观察到氧原子明显的位移（用绿色箭头

表示） 

以上计算结果表明，表面的束缚电荷情况对铁电极化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对不

同束缚电荷的表面影响不同，但作用都有限。这与 N. Sai 等人[212]报道的结果一致：

不论是否存在退极化场，自由能-极化的关系曲线的能量 低点对应的铁电极化值

始终不为零。这意味着退极化场并不能使 h-YMnO3 的铁电极化大幅减小或消失。

基于图 5.6 中的计算结果可以估计退极化场的作用程度：对于负电荷表面，铁电极

化只有 22.9%左右的降低；对于正电荷表面，极化位移甚至有所提高。这与实验观

测到的结果不一致：实验结果显示表面极化位移相对于块体值降低约 81.5%，而且

与表面带电情况无关（如图 5.2 和图 5.3 所示）。至此，实验观测结果和理论计算

结果均验证了在 h-YMnO3 中，表面束缚电荷及其引入的退极化场并不是表面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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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重构的主导因素。 
结合图 5.4 中的实验结果，我们深入探究了 VOP的作用机制：在完美单胞中引

入 VOP，研究缺陷单胞相对于完美单胞在晶体结构和电子结构方面的改变。考虑到

极化单胞的对称性，包含 30 个原子的单胞共有八种可能的 VOP构型（VOP个数为 1
或 2，对应两种氧空位浓度）。将初始缺陷单胞充分进行结构弛豫后得到如图 5.7
所示的结果。图 5.7(a)和(b)为一个单胞中仅有一个 VOP（黑色圆点表示）的情况，

对应的氧空位浓度为 5.6%，化学式可以写作 h-YMnO3-δ，其中 δ = 0.17。一个单胞

中包含两个 VOP时（图 5.7(c-h)所示），氧空位浓度为 11.1%，对应 h-YMnO3-δ（δ 
= 0.33）。根据两个 VOP之间相对位置的不同，我们对下标（X-Y）做如下定义：X
表征两个 VOP是否处于同一层（D 表示不同层，S 表示同层）；Y 表征二者在垂直

方向上是否共线（D 表示不共线，S 表示共线）。依照此规则，可以标识出所有缺

陷单胞的氧空位位置，如图 5.7 所示。其中，图 5.7(c-f)中两个 VOP的类型相同（同

为 VOP1或 VOP2），即为 V2OP1或 V2OP2；图 5.7(g-h)中两个 VOP的类型不同，即为 VOP1OP2。 

 

图5.7  八种具有VOP的缺陷单胞弛豫后的结构及极化位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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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和(b) 一个单胞中包含一个VOP的情况。(c)-(f) 一个单胞中包含两个相同类型的

VOP（同为VOP1或VOP2）。(g)和(h) 一个单胞中包含两个不同类型的VOP（一个VOP1和

一个VOP2）。(i) 单胞体积随VOP浓度的变化情况。(j) 极化位移随VOP浓度变化的计

算结果（橙色空心圆表示）和实验结果（数据来源于图5.3 (f)，用蓝色空心菱形表

示）：随着VOP浓度的升高，铁电极化位移单调递减。图(a-h)中的VOP用黑色（前

面）和灰色（后面）圆点表示。Y离子相对于初始单胞的运动方向用绿色箭头表示 

对于图 5.7 中不同的 VOP构型，Y 离子相对于完美单胞中的位置发生了不同程

度、不同情况的位移（用绿色箭头表示）。尤其是对于与 VOP共线的 Y 离子，这种

位移表现地 为明显。直观地理解，这种变化来源于：当 VOP存在时，Y 离子某一

侧的 Y-OP 键缺失引入的非对称性成键和带正电的 VOP与 Y 离子之间的排斥力，共

同导致了 Y 离子在 c 方向受力的不对称性，从而促使 Y 离子向着远离 VOP的方向

移动（图 5.7 中 Y 离子的移动均符合这一规律）。这种移动 终导致 Y 离子层初

始的下-下-上构型被破坏，同时伴随着单胞整体极化位移的降低。有时下-下-上构

型甚至能够转变为上-上-下构型（如图 5.7(e)所示）。这种构型的转变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VOP 能够引入铁电极化相位的改变从而充当铁电畴壁的角色。这为 D. P. 
Chen 等人[219]在非化学计量比的 h-YMnO3 中观察到的异常直线型铁电畴壁的实验

报道提供了合理的理论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对于 V2OP1构型（图 5.7(c)所示），其

极化位移大小显著降低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下-下-上的构型。这与实验中观察到的

Y 离子层基本变为“水平”的实验现象一致。因此，实验中，样品表面的 VOP类型

可能为 VOP1。综上，理论计算验证了 VOP对 Y 离子 c 方向极化位移的调控作用。 
在此基础上，我们探究了极化位移的改变程度对 VOP浓度的依赖关系。对于不

同的 VOP浓度，分别计算得到了弛豫后单胞的极化位移和晶胞体积，并依此绘制了

其与 VOP浓度的关系曲线图，如图 5.7(i)和 5.7(j)所示。由图可知，单胞体积随着 VOP

浓度的增大而单调增加；铁电极化位移随着 VOP浓度的增加而单调减小。根据极化

位移随 VOP浓度变化的趋势，对比理论计算和实验观测结果能够估计出实验中表面

层的 VOP浓度约为 16%，对应的化学式为 h-YMnO3-δ（δ = 0.48）。 
至此，我们已经明确了实验观察到的 h-YMnO3 表面铁电极化位移的异常重构

来源于 VOP：VOP通过改变 Y 离子周围的成键情况，进而影响导致 Y 离子极化位移

的大小。在某些 VOP构型下，缺陷单胞整体的铁电极化相对于完美单胞有明显的降

低；在另外一些 VOP构型下，缺陷单胞的极化位移相位发生改变。 
为了揭示 VOP影响铁电极化位移的作用机制，我们基于对轨道分辨的电子态密

度图（DOS）的解析，对比分析了完美单胞和缺陷单胞中 Y-Op 轨道的杂化情况。

图 5.8 为完美单胞中 Y 4d、OP 2p 和 Mn 3d 轨道分辨的 DOS 图。纵向对比可以发

现，OP 2p 轨道不仅与 Mn 3d 轨道有明显得交叠，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与 Y 4d 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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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尤其是在-1~-2 eV 能量范围内）也存在明显的交叠，表明 Mn-OP和 Y-OP 间均

存在明显的轨道杂化。这证明了 Y-OP之间的成键具有共价键性质，也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了文献报道中的争议[74, 220]。 

 
图5.8  完美单胞轨道分辨的DOS图。从上到下依次为Y 4d轨道、OP 2p轨道和Mn 3d
轨道。对比Y 4d轨道和OP 2p轨道可知，Y-OP之间存在明显的杂化。不同的轨道和自

旋方向用不同的颜色区分，标注在图像的右侧 

对于存在 VOP 的缺陷单胞，我们分别分析了两种位置的 VOP（VOP1 和 VOP2）对

DOS 和轨道杂化的影响，如图 5.9(a)和(b)所示。对比完美单胞的 DOS 图可知，当

VOP存在时（不论是 VOP1还是 VOP2），Mn 3d 轨道的态密度及其与 O 2p 之间的杂化

强度均没有显著变化。有趣的是，不论是对于 VOP1还是 VOP2，Y 4d 轨道的电子态

密度（尤其是面外的 轨道）均有明显降低。尤其是在-6~-5 eV 范围内，电子态

密度的减小表现得格外显著。这种态密度的降低导致了 Y-OP之间的杂化强度的明

显减弱。 
因此，综合考虑实验观察到的具有 VOP 的缺陷单胞中 Y 离子极化位移的降低

和缺陷单胞中 Y-OP杂化强度的明显减弱，可以得知：VOP的存在引发的 Y 4d-OP 2p
杂化强度的降低，是导致的 Y 离子铁电极化位移变化的本质原因。这说明 Y 4d-OP 
2d 杂化在顺电-铁电转变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与 D.-Y. Cho 等人的实验结

23 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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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观点基本一致[74]。 

 

图5.9  具有VOP的缺陷单胞的轨道分辨的DOS图 
(a) 氧空位类型为VOP1构型时的DOS图。从上到下依次为Y 4d轨道、OP 2p轨道和Mn 
3d轨道。(b) 氧空位类型为VOP2构型时的DOS图。从上到下依次为Y 4d轨道、OP 2p
轨道和Mn 3d轨道。与完美单胞的DOS图（图5.8）对比可知，Y 4d轨道的电子态密

度明显降低，表明Y 4d轨道和OP 2p轨道之间的杂化强度明显减弱。不同的轨道和自

旋方向用不同的颜色区分，标注在图像的右侧 

5.4  分析与讨论 

在第一类多铁材料（例如 h-YMnO3，BiFeO3 等）中，由于铁电极化和自旋来

源于不同的离子，因此避免了位移型铁电体中铁电极化要求的空 d 轨道和铁磁性

要求的部分填充的 d 轨道之间的矛盾[2, 26, 221]。但也正因为此，天然地，第一类铁

电体中铁电性与（反）铁磁性之间的耦合较弱。对于 h-YMnO3，虽然属于第一类

多铁材料，但其具有的一系列特殊的内禀性质使得该体系中的电荷-晶格-自旋之

间紧密地耦合在一起。从以上实验和理论计算结果分析可知：一方面，Y 离子的铁

电极化位移敏感地受到 Y-OP 杂化的影响。同时与极化相关的氧原子的运动受到

MnO5 六面体倾转（大小 Q、角度Φ等）的控制（即晶格畸变）；另一方面，Mn 离

子贡献了 h-YMnO3 中的自旋和磁矩，而其磁交互作用和磁构型受到氧环境的调控

（由于不同位置的氧空位能够改变局域的对称性，进而影响 Mn-Mn 之间的层内和

层间交互作用）[75, 78]。例如，当存在 VOP时，Mn3+的电子排布从 3d4 过渡为 3d5，

后者将多余的一个电子填充到 a1g(z2)简并轨道上，从而使得原有的 Mn3+-O2--Mn3+

超交换相互作用（superexchange interaction）转变为 Mn2+-O2--Mn3+双交换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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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exchange interaction），调控了 Mn 离子之间的磁交互作用方式。因此，

综合考虑 VOP对铁电极化和磁构型的作用，我们认为，在 h-YMnO3 中，VOP是连接

铁电极化和反铁磁自旋之间耦合的桥梁，能够被看作是原子级别的多铁性调控元

素。通过可控地调节 VOP的位置、浓度、有序性等（虽然在目前的材料生长下较难

实现），能够调控 h-YMnO3 的铁电极化、反铁磁性质以及二者之间的耦合作用。

这为 h-YMnO3 多铁性的调控以及功能性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值得探

索的主题。 

5.5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面内氧空位诱导的几何铁电体 h-YMnO3 铁电极化的异常现象，总

结了 Y 4d-OP 2p 轨道杂化对几何铁电极化的作用和机制。借助于球差校正的 TEM
和 STEM，我们观察并在原子级别测量了 h-YMnO3 表面存在的异常的铁电极化位

移。进一步地，STEM-EELS 的测量表明，这种铁电极化位移的异常来源于面内氧

空位引起的局域的晶体结构和电子结构的变化。理论计算解析了八种包含面内氧

空位的缺陷结构以及其中 Y 离子极化位移的变化情况。通过对比分析缺陷结构和

完美单胞之间的电子态密度，我们发现面内氧空位存在时，Y 4d-OP 2p 杂化强度发

生明显降低。结合面内氧空位导致的极化位移变化的实验现象和理论计算结果，我

们确定了 Y 4d-OP 2p 轨道杂化影响几何铁电性的作用机制。这澄清了 Y-OP杂化机

制对几何铁电极化的贡献。 
虽然本章的研究基于一种特定的材料，但由于 h-YMnO3 是一种典型的多铁材

料和强关联体系，因此本章的研究结果可以拓展到其它相关的多铁材料或强关联

体系中，用于理解缺陷诱导的新奇的物理现象以及利用缺陷实现新的材料功能。通

过本章的探究，我们认为氧空位应当被看作多铁材料（例如 h-YMnO3）中铁电性

与铁磁性之间耦合的桥梁，同时应当被看作一种原子级别的调控手段，用于多铁性

以及其它类似的强关联体系功能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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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YMnO3薄膜的反铁磁性能调控与电子显微学研究 

6.1  本章引言 

虽然多铁材料是一类极具吸引力的强关联体系，并在传感器、换能器及存储器

等方面有良好的应用前景[26, 222]，但同时具有较强的铁电性、铁磁性和电磁耦合性

的单相多铁材料体系十分有限[5, 223, 224]。h-YMnO3 是少有的几种单相多铁材料中的

一种典型代表[66, 91, 223]：前面章节中系统讨论的室温几何铁电性（转变温度远高于

室温）、拓扑涡旋畴结构、晶格-电荷的强耦合性等是其极具优势的一面；而较弱

的磁性质（远低于室温的转变温度、无净磁矩的磁构型等）是 h-YMnO3 主要的短

板，同时也是研究和应用中不可逃避的问题。 
幸运的是，h-YMnO3 的巨磁弹耦合性质为其磁性质的调控提供了可能[91]：h-

YMnO3 的磁构型受控于 Mn 离子的位置（参照第一章第 1.2.3 节）[75]。这指明了利

用应力工程实现 h-YMnO3 磁性质改善的道路。我们前期的研究工作发现 Mn 离子

在面内的位置受到氧空位的影响[79]；理论计算验证了氧空位的位置（面内或顶点）

能够改变 h-YMnO3 低能量的磁构型[78]。这构建了氧空位位置和 h-YMnO3 磁性

质之间的关联（二者之间的桥梁是 Mn 离子的位置）。在以上理论和实验结果的基

础上，本章中，我们将系统介绍利用应力工程实现不同位点的氧空位，进而调控 h-
YMnO3 薄膜磁构型并实现丰富的磁性质的过程。 

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氧空位（VOP）对 h-YMnO3 几何铁电性的调控作用，本

章内容是在上一章内容的基础上对氧空位调控作用的延伸：讨论氧空位对 h-
YMnO3 反铁磁性的调控作用。这两个章节的研究结果展示了氧空位对多铁材料调

控作用的两个重要方面，同时也验证了上一章结束前提出的氧空位能够作为多铁

性调控元素的观点。 

6.2  YMnO3薄膜的反铁磁性能调控 

由第 1.2.3 节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h-YMnO3 是一种典型的自旋阻挫材料。这

是由于在 Mn 离子排列的正三角形晶格中，假设其中两个三角形的顶点分别排列

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那么对于第三个三角形顶点，不论是自旋向上还是向下，体

系的能量是简并的[225]。这种二维的自旋阻挫磁结构能够被 Mn 离子的位移打破[75]：

Mn 离子位置的变化能够改变不同磁交互作用路径的相对长短，进而改变磁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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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数 J 的相对大小。因此，改变 Mn 离子的位置成为了调控 h-YMnO3 磁性质的

关键。Mn 离子位置的改变可以简单地依赖于体系中的氧空位[79]。我们前期的研究

工作发现，氧空位能够调控 h-YMnO3 的磁结构[78]：当 h-YMnO3 中存在 VOP时，其

稳定磁结构为 Γ1 或 Γ3，这两种磁构型不贡献宏观的净磁矩；有趣的是，当 h-
YMnO3 中存在 VOT时，其磁构型能够稳定在 Γ2 或 Γ4 构型[78]。在这两种构型下，

Mn 离子自旋会自发地向 c 方向旋转，从而产生了沿着 c 方向不为零的净磁矩（这

与 h-REFeO3 单晶块体中的现象类似[80]）。由 p-d 轨道杂化的哈里森（Harrison）规

则（即 p 轨道与 d 轨道之间的杂化强度反比于键长的 7 次方（ ）[193]）

可知，容易丢失的氧原子的位置（氧空位的位置）与 h-YMnO3 所处的应力状态直

接相关。在不受应力或受到张应力作用时，由于面内的 Mn-OP键长（2.07 Å）较面

外 Mn-OT（1.86 Å）的长，因此 OP 原子更容易丢失（VOP）。而在压应力作用下，

可以使面内 Mn-OP键长缩短，同时面外的 Mn-OT键长拉长，从而有可能创造出 VOT。

这启发我们可以通过改变 h-YMnO3 的应力状态，调节其中氧空位的位置，进而调

控磁性质。基于此，可以总结出 h-YMnO3 磁性质的调控思路，如图 6.1 所示。 

 
图6.1  h-YMnO3反铁磁性能调控的思路 

我们一系列的改善 h-YMnO3 磁性质的理论和实验工作就是在图 6.1 所示的研

究思路的指导下展开的：前期的工作中我们实现了 h-YMnO3/c-Al2O3 薄膜中宏观的

净磁矩（参看参考文献[78]）；以此为基础，我们在下面的工作中充分发挥氧空位对

h-YMnO3 磁结构的调控作用，通过改变薄膜的应力状态和显微结构，进一步在 h-
YMnO3/c-Al2O3 薄膜体系中实现了更加丰富的磁性质。 

6.2.1  YMnO3/Al2O3薄膜的生长 

异质结薄膜的生长被认为是调控材料应力状态的有效方式，即所谓的应力工

程[226]。异质结薄膜的生长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三类[227]：（1）物理生长方式，包括：

激光脉冲沉积法（PLD），分子束外延（MBE），磁控溅射，热蒸镀和电子束蒸镀

等[228]；（2）化学生长方式，例如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MOCVD）；（3）溶

液法，典型的是溶胶凝胶法（sol-gel）和电镀。对于高质量复杂氧化物体系的外延

2 7Vpd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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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结薄膜（如多铁性多层异质结薄膜），由于一般要求良好的外延性、准确的化

学计量比以及精确地控制各个功能层的厚度以及终结面，因此倾向于采用易于控

制的物理气相沉积的方法。PLD 和 MBE 是两种常用而且十分有效的方法[228]。在

这个工作中，我们采用 PLD 生长了 h-YMnO3（薄膜）/c-Al2O3（基底，α-Al2O3）

的异质结构。 
PLD 的工作原理可以利用示意图 6.2 进行描述。在进行薄膜的生长之前，需要

将预处理（如退火）后的基底加热到生长所需要的温度，同时调节腔室内的气氛（如

氧分压）到需要的条件。薄膜的生长过程是由激光激发的羽辉状等离子体在基底上

的沉积过程，具体如下：（1）一束具有特定能量和频率的激光通过一系列光学系

统的调节后，穿过室窗并聚焦到靶材（与薄膜材料的成分一致或接近的多晶块体）；

激光轰击靶材产生羽辉状的等离子体（如图 6.2 插图所示）；（2）等离子体在具

有一定气氛的腔室中扩散到特定温度的基底上；（3）在自身的成键方式与基底晶

格尺寸、对称性等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在基底上生长成膜。在这个过程中，靶材与基

底都处于旋转状态，从而保证被轰击出的和到达基底表面的等离子体尽量均匀。另

外，为了避免被激光轰击出的较大的颗粒到达基底造成薄膜质量的缺陷，一般要求

基底在侧面或者 好位于靶材的正上方（我们的工作采用这种方式）。同时，羽辉

的大小和形状也应当进行细致地控制，这是决定薄膜质量的关键因素。实验发现，

当羽辉呈现为类似于蜡烛火焰的形状，而且羽辉的亮芯近似位于靶基距（dT-S = 
d1+d2）的一半位置时（d1≈d2），h-YMnO3 薄膜的质量 好，如图 6.2 插图所示。

另外，基于反射式高能电子衍射（RHEED）附件也可以原位地监测薄膜的生长情

况和控制薄膜生长的终结面。这在多层异质结薄膜的生长中尤其重要。 

 
图6.2  PLD工作原理示意图[229]，插图为实际h-YMnO3薄膜生长时的羽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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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工作中，h-YMnO3 薄膜的生长条件如下：KrF 激光波长为 248 nm；激光

能量密度为 1.5 J cm-2；频率为 5 Hz；基底温度为 900 ℃；生长氧压为 50 mTorr；
退火氧压为 200 mTorr；退火时间为 20 min。 终薄膜厚度约为 30 nm。 

6.2.2  YMnO3薄膜的显微结构分析 

对图 6.1 所示的研究思路进行分析能够发现，为了调控 h-YMnO3 薄膜的磁状

态，实现丰富的磁性性质，需要在薄膜中实现多种应力状态的共存。由于薄膜的应

力状态依赖于薄膜与基底之间的失配度，因此，我们首先对 h-YMnO3 和基底的晶

体结构和可能的匹配方式进行分析。 
h-YMnO3（空间群：P63cm）的晶格常数为[67, 218]：a = b = 6.14 Å，c = 11.40 Å；

α-Al2O3（空间群： ）的晶格常数为：a = b = 4.76 Å，c = 12.99 Å。二者的单胞

结构示意图分别如图 6.3(a)和(b)所示。考虑 h-YMnO3 和 c-Al2O3 在 a-b 面上原子的

排列方式和对称性（如图 6.3(c)和(d)所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匹配模式有：（1）
h-YMnO3 [100]//c-Al2O3 [100]；（2）h-YMnO3 相对于 c-Al2O3 在面内旋转 30°，即

h-YMnO3 ∥c-Al2O3 [100]。计算晶格失配情况发现，两种匹配模式下，h-
YMnO3 薄膜所受的应力状态不同：对于 h-YMnO3 [100]//c-Al2O3 [100]匹配模式（如

图 6.3(c)所示），薄膜受到基底大小约为 22.5%的压应力；而当 h-YMnO3 ∥

c-Al2O3 [100]（如图 6.3(d)所示）时，薄膜受到基底大小约为 19.7%的张应力。由于

这两种匹配模式下薄膜所受的绝对应力大小接近，因此都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稳定

存在。典型地，J. Dho 等人[230]讨论了不同氧压下 h-YMnO3 薄膜的生长情况，发现

h-YMnO3 薄膜与 c-Al2O3 基底之间的匹配方式依赖于生长过程中的氧分压：当氧分

压改变时，h-YMnO3 薄膜虽仍能保持面外的 c 取向，但其面内的取向会发生相应

的变化。尤其是在一些氧分压下（如 10 mTorr 和 50 mTorr），h-YMnO3 薄膜出现

两种面内取向的共存（分别为 h-YMnO3 [100]//c-Al2O3 [100]和 h-YMnO3 ∥c-
Al2O3 [100]）。这为调控薄膜的应力状态提供了思路。同时，由于在这两种匹配模

式中薄膜所受的应力状态不同，因此优先产生的氧空位类型不同：如前所述，薄膜

张应力状态下优先产生 VOP；而压应力状态下倾向于产生 VOT。而氧空位位点决定

了 h-YMnO3 稳定的磁结构。这为调控薄膜的磁性质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尝

试借助于 PLD 生长得到压应力状态与张应力状态共存的 h-YMnO3 薄膜，以期获得

丰富的、新奇的磁性质。 

3R c

[1 10]

[1 10]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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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a) h-YMnO3的晶体结构模型。(b) α-Al2O3的晶体结构模型。(c) 当h-YMnO3 

[100]//c-Al2O3 [100]时，h-YMnO3与α-Al2O3的a-b面的匹配方式示意图。(d) 当h-
YMnO3 [1 10]∥c-Al2O3 [100]时，h-YMnO3与α-Al2O3的a-b面的匹配方式示意图 

经过一系列生长条件的尝试后我们发现，当 h-YMnO3 薄膜生长在 c-Al2O3 基

底上时，其面内取向的确表现出对生长氧分压的敏感性。当生长氧分压为~50 mTorr
时（其它生长参数见第 6.2.1 节），薄膜中出现两种匹配模式的共存。利用 XRD 可

以进行初步验证。XRD 的 2θ-ω扫描确定了薄膜为 h-YMnO3 纯相，无其它杂质存

在，如图 6.4(a)所示。同时，除 h-YMnO3 薄膜的(002n)衍射峰和 c-Al2O3 基底的(003n)
衍射峰外，无其它晶面的衍射峰存在，表明 h-YMnO3 薄膜为单一面外取向（面外

c 方向），与 c-Al2O3 基底的面外取向一致。借助于Φ-扫描技术，我们确定了薄膜

与基底之间的面内取向关系。Φ-扫描选用的衍射峰为 h-YMnO3的(112)峰和 c-Al2O3

的(113)峰，这是由于：（1）h-YMnO3 的(112)峰和 c-Al2O3 的(113)峰具有相同的面

内分量，这是确定二者面内取向关系所必需的条件；（2）二者均具有较强的衍射

强度（I[h-YMnO3-(112)] = 100；I[c-Al2O3-(113)] = 100），这有利于获得良好的信噪比。Φ-扫
描的结果如图 6.4(b)所示：对于 c-Al2O3 基底，其在 0-360°角度范围内显现出六个

尖锐的峰，与其 a-b 面的对称性一致；对于 h-YMnO3 薄膜，其在 0-360°角度范围

内显现出十二个峰。其中六个强度较高的主峰与 c-Al2O3基底的六个峰重合，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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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基底之间存在六次对称的外延关系（对应 h-YMnO3 [100] // c-Al2O3 [100]的匹

配模式）。另外强度较弱的六个峰出现在两个主峰的中间位置，即与 c-Al2O3基底

峰之间的角度差为 30°（用菱形符号标记）。这表明薄膜中同时存在另外一种取向，

对应与基底之间面内相差 30°的匹配模式。综合Φ-扫描的结果可知，h-YMnO3 薄膜

中存在两种畴，分别对应着 h-YMnO3 [100]//c-Al2O3 [100]和 h-YMnO3 //c-
Al2O3 [100]两种取向关系。 

 
图6.4  XRD分析h-YMnO3薄膜取向 

(a) 2θ-ω扫描表明h-YMnO3薄膜为纯六方相，c-Al2O3基底和h-YMnO3薄膜均为面

外c取向。(b) h-YMnO3的(112)峰和c-Al2O3的(113)峰的Φ-扫描结果 

进一步地，我们利用TEM衍射衬度成像的方式直观地确定了薄膜的面内结构。

当 c-Al2O3 基底处于[100]带轴时，实验获得的 h-YMnO3 薄膜的 EDP 如图 6.5(a)所
示。分析可知，这种 EDP 是由 h-YMnO3[100]带轴的 EDP（用白色箭头标记）和

带轴的 EDP（用白色方框标记）叠加得到。分别选取[100]带轴 EDP 中的(030)
衍射点（衍射点 1）和 带轴 EDP 中的(112)衍射点（衍射点 2）进行暗场成像，

可以得到如图 6.5(c)和(d)所示的衍射衬度像。两张暗场像均呈现出类似于钢琴琴键

的周期性黑白相见的衬度，这表明 h-YMnO3 薄膜在面内出现了周期性的畴结构。

对比图 6.5(c)和(d)可以发现，在相同的区域，二者的衬度相反。根据衍射成像的条

件可知，图 6.5(c)中较亮的区域（图 6.5(d)中较暗的区域）对应处于[100]带轴的畴，

而图 6.5(c)中较暗的区域（图 6.5(d)中较亮的区域）对应处于 带轴的畴。由于

c-Al2O3基底处于[100]带轴，因此h-YMnO3薄膜中处于[100]带轴的畴具有h-YMnO3 
[100]//c-Al2O3 [100]的取向关系；处于 带轴的畴具有 h-YMnO3 //c-Al2O3 
[100]的取向关系。两种畴之间的面内夹角为 30°。利用 CrystalKit 软件，我们构建

了面内取向夹角为 30°的孪晶结构，利用 MacTempas 软件对该结构进行衍射模拟

[110]

[1 10]
[1 10]

[1 10]

[1 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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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到如图 6.5(b)所示的模拟衍射斑。模拟衍射斑的结果与实验结果基本一致，

进一步验证了薄膜中存在的两种畴的取向关系。另外，结合上文中对图 6.3 的分析

可以推断，h-YMnO3 [100]//c-Al2O3 [100]畴处于受压应力状态，h-YMnO3 //c-
Al2O3 [100]畴处于受张应力状态。 

 

图6.5  SAED和衍射衬度像确定h-YMnO3薄膜的面内结构 
h-YMnO3薄膜EDP的实验图(a)和模拟图(b)。(c) 利用衍射点1得到的衍射衬度像。红

色方框区域的HAADF-STEM图像见图6.6(a)。(d) 利用衍射点2得到的衍射衬度像 

为了进一步探究薄膜的显微结构，同时定量确定薄膜的应力状态，我们利用球

差校正的 STEM 对图 6.5(c)中的红色方框区域进行了原子级别的研究。图 6.6(a)为
该区域的HAADF-STEM图像。HAADF-STEM图像直观地证明了暗场像（图 6.5(c)）
中衬度较暗的区域处于 正带轴（h-YMnO3 //c-Al2O3 [100]畴），较亮的

区域处于[100]正带轴（h-YMnO3 [100]//c-Al2O3 [100]畴）。二者之间存在~2 nm 宽

度的界面区域。值得注意的是，h-YMnO3 [100]//c-Al2O3 [100]畴中 Y 离子具有明显

的 c 方向的位移，表明薄膜中的铁电极化仍然保持。由于[100]带轴与 带轴之

间的夹角为 30°，因此，HAADF-STEM 的结果与Φ-扫描的结果一致。另外，分别

对界面区域左侧、界面区域和界面区域右侧做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可以得到倒

空间的频率信息，如图 6.6(c-e)所示。图 6.6(c)与 6.6(e)的叠加与图 6.5(a)中的 EDP
结果一致。界面区域的 FFT 接近于[100]带轴与 带轴 EDP 的混合，说明界面

区域是两个畴区之间的过渡。 
进一步地，我们选取图 6.6(a)中红色条形框内的区域进行了定量分析。利用二

维高斯函数，可以拟合图 6.6(a)中所有 Y 原子和 Mn 原子的强度和位置，进而能够

计算薄膜中各个区域内每个单胞的晶格常数 as。与不受应力状态的单胞晶格常数

a0（a0 = 6.14 Å）对比，可以得到：h-YMnO3 //c-Al2O3 [100]畴受到基底大小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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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5.6%的张应力，而 h-YMnO3 [100]//c-Al2O3 [100]畴受到基底大小约为 8%的压

应力。应力分布如图 6.6(b)所示。这与图 6.3 中的模型得分析结果一致，但应力的

大小比理论值（基于模型计算）小。这来源于薄膜中 h-YMnO3 //c-Al2O3 [100]
畴和 h-YMnO3 [100]//c-Al2O3 [100]畴之间的界面区域的贡献。W. Pompe 等人[231]报

道，薄膜中压应力与张应力交替出现的构型有利于应力的释放，其中的界面区域能

够充当应力的“吸收器”。 

 

图6.6  HAADF-STEM图像表征薄膜显微结构和应力状态 
(a) [100]带轴畴和 [1 10] 带轴畴以及二者界面区域的HAADF-STEM图像。(b) 图(a)红
色条形框区域的应力状态分析。(c)-(e) [1 10]带轴区域(c)、界面区域(d)和[100]带轴

区域(e)的FFT结果 

至此，我们在 h-YMnO3 薄膜中实现了一种具有张应力状态与压应力状态共存

的特殊面内周期性结构。考虑到应力状态与 h-YMnO3 磁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该

薄膜体系的磁性质应当与 h-YMnO3 单晶体系和具有于单一应力状态的 h-YMnO3

薄膜体系均不相同。下面，我们对该体系的磁性状态进行了系统探究。 

6.2.3  YMnO3薄膜的磁性表征 

借助于 SQUID，我们对这种具有复杂应力状态的 h-YMnO3/c-Al2O3 薄膜进行

了宏观磁性的表征。图 6.7(a)为薄膜的 M-T 曲线，包含场冷曲线（FC）和零场冷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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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C）曲线：FC 曲线是将样品在大小为 2 kOe、方向平行于薄膜表面的磁场中降

温至 5 K，然后在 500 Oe 的测量磁场中升温测得；ZFC 曲线是将样品在无外加磁

场条件下降温至 5 K，然后在升温时施加小的测量磁场（为了减小热扰动的影响）

测得。观察 FC 曲线发现，其在 50 K 左右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对应于薄膜的磁

性转变温度），低于 50K 时曲线的明显上升表明薄膜中净磁矩的产生。通过对 FC
曲线求一阶导数（图 6.7(a)插图所示），能够得到磁转变温度为~46 K。同时，M-
H 曲线在 46 K 以下也表现出的明显的滞回性（如图 6.7(b)所示）。这表明低温下

薄膜中存在磁性相。考虑到薄膜中包含处于压应力状态的 h-YMnO3 [100]//c-Al2O3 
[100]畴，而压应力状态下氧空位类型为 VOT，对应的磁构型是能够贡献净磁矩的Γ2
或Γ4 构型[78]，因此薄膜中的净磁矩应当来源于 h-YMnO3 [100]//c-Al2O3 [100]畴。

另外，观察零磁场附近的 M-H 曲线（图 6.7(b)插图）可以发现，M-H 曲线与水平

轴的交点并不关于纵轴对称（曲线沿着磁场轴向一侧偏移），即存在所谓的交换偏

置现象（exchange bias，EB）[232]。通过在方向相反的磁场中（H = +20 kOe 和 H = 
-20 kOe）冷却样品并测量 M-H 曲线（如图 6.7(c)所示），可以进一步证明了 EB 现

象的存在[233]：两条曲线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来源于未补偿的磁矩[234, 235]）均

不重合。图 6.7(c)插图给出了交换偏置场（HEB）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的趋势。这种

交换偏置现象来源于薄膜中反铁磁相对铁磁相的钉扎作用[232]。考虑到薄膜中包含

处于张应力状态的 h-YMnO3 //c-Al2O3 [100]畴，而张应力状态下氧空位类型

为 VOP，对应的稳定磁构型为无宏观净磁矩存在的Γ1 或Γ3 构型。由此可以推断，

薄膜中的反铁磁相来源于处于张应力状态的 h-YMnO3 //c-Al2O3 [100]畴。由

于薄膜中 h-YMnO3 [100]//c-Al2O3 [100]畴和 h-YMnO3 //c-Al2O3 [100]畴在面

内周期性排列，基于以上分析可知，薄膜的磁性状态为铁磁相在反铁磁相中镶嵌的

特殊结构。在这种镶嵌结构中，由于存在铁磁相与反铁磁相之间的界面，磁畴壁的

运动在界面处受到反铁磁相的钉扎，因此外加磁场诱导磁畴的反转（磁畴的反转伴

随着磁畴壁的运动）变得困难。这也是薄膜低温下的磁滞回线具有大的矫顽场（T 
= 20 K，Hc = 9940 Oe）的原因。 

 

[1 10]

[1 10]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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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h-YMnO3/c-Al2O3薄膜的磁性表征 
(a) FC曲线（红色）和ZFC（绿色）曲线，插图为FC曲线的一阶导数。(b) 不同温度

下测量得到的M-H曲线，温度低于46 K时表现出明显滞回性。插图为M-H曲线零场

附近的局部放大图。(c) 交换偏置现象测量 

M-T 曲线中另外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在温度 Tirr（称为不可逆转变温度）以下，

ZFC 曲线与 FC 曲线分叉，同时 ZFC 曲线在低于 Tirr 的温度范围内出现明显的峰

（对应于自旋冻结温度 TF ~ 38 K）。这些特征来源于反铁磁相对铁磁相的钉扎作

用，进一步印证了铁磁相在反铁磁相中镶嵌的特殊结构[233, 236]。同时，M-H 曲线中

剩余磁化强度（Mr）和矫顽场（Hc）的行为特征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种钉扎作用的存

在[237]：Mr和 Hc在 TF 以上较小，而在温度低于 TF时二者均急剧增大（如图 6.7(b)
所示）。为了进一步探究反铁磁相对铁磁相的这种钉扎作用，我们测量了变测量磁

场（H = 1 kOe-10 kOe）下的 M-T 曲线，如图 6.8 所示。 

 
图6.8  变测量磁场下的M-T曲线，实心符号对应FC曲线，空心符号对应ZFC曲线。

插图表明Tirr与H2/3之间符合A-T线性关系。误差棒是数据的标准差 

对比观察图 6.8 中的一系列 FC 和 ZFC 曲线可以发现：ZFC 曲线的峰形以及

TF 峰的位置随着测量磁场（H）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同时，Tirr 随着测量磁场的增

大而单调减小。定量分析发现，Tirr与测量磁场 H2/3 之间符合 Almeida-Thouless（A-
T）线性关系[233, 236]： 

  （6-1） 

其中，TF 为自旋冻结温度；Tirr为不可逆转变温度；△J 为磁交换作用常数。Tirr

对外场的这种依赖性，本质上来源于自旋交互作用对外场的依赖性：在高磁场下

3/2( ) / (1 / )irr irr FH T J T T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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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旋的排列会更多地受到外磁场的调控，从而抑制固有的磁相互作用，因此导致

Tirr和 TF均向低温移动。 
至此，系统的磁性表征揭示了 h-YMnO3/c-Al2O3 薄膜中铁磁相在反铁磁相中

镶嵌的特殊结构。对于前期工作中无周期性畴结构的 h-YMnO3 薄膜的表征发现，

随着外加磁场的变化，ZFC 曲线峰位置和峰形均无明显变化[78]。这从另外一个角

度暗示了这种特殊的磁性状态存在的合理性。这种特殊的磁性状态与薄膜中形成

的面内周期性畴结构及其对应的不同应力状态和不同位点的氧空位直接相关。因

此，我们不仅展示了在 h-YMnO3 薄膜中实现丰富磁性质的可行性，而且实验建立

了 h-YMnO3 薄膜中应力状态与磁性状态的对应关系。 

6.3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利用应力工程调控 h-YMnO3 薄膜磁性能的结果。在前期的理论计

算和实验探索的基础上，我们基于激光脉冲沉积的薄膜生长方式，通过控制氧分压

等生长条件，在 c-Al2O3 基底上外延生长了 h-YMnO3 薄膜，并实现了受压应力畴-

界面区域-受张应力畴周期性排列的自组装结构。这种生长条件改变带来的结构变

化源于应力状态与热震动对氧分压的依赖性[238]。利用双束暗场像、球差校正的扫

描透射电子显微镜，我们对薄膜的显微结构和应力状态进行了定量分析。磁性测量

确定了薄膜中铁磁相在反铁磁相中镶嵌的磁性状态。铁磁转变温度为~46 K，自旋

冻结温度 TF ~ 38 K。多种磁性状态的共存使得薄膜中存在丰富而又复杂的磁交互

作用。另外，实验发现 h-YMnO3 薄膜中铁电极化仍然保持并沿着面外 c 方向。这

为材料中的铁电极化与铁磁自旋之间的耦合提供了条件。这种基于应力工程，通过

改变薄膜显微结构和应力状态进而调控薄膜磁性质的思路，可以拓展应用到其它

类似的多铁材料体系中，尤其是具有强磁弹耦合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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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电荷有序铁氧化物的新型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结构 

7.1  本章引言 

前面两章中我们系统讨论了氧空位（VO）对锰氧化物多铁材料的几何铁电性和

反铁磁构型的影响。除了氧空位以外，材料中另外一种常见的点缺陷是间隙氧原子

（Oi）。与 VO类似，Oi也能够引起材料局部的晶格畸变，进而影响相关序参量之

间的交互和耦合作用。另外，VO 和 Oi可以分别作为电子和空穴掺杂元素导致材料

电学性质的改变。例如，Oi能够充当一种高迁移率的氧离子贡献 h-YMnO3 的 p 型

导电性，同时不影响材料的铁电极化[239]。综上可知，VO 和 Oi都能作为原子级别的

调控元素，改变材料的晶体结构、电子结构和磁性质。本章将重点讨论 Oi 对一种

电荷有序材料的调控作用。 
量子材料中的量子态是凝聚态物理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量子态中的对称性

破缺往往能够诱导一系列新奇的现象，例如高温超导（ 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HTSC）和庞磁阻效应（colossal magnetoresistance，CMR），因

此是现代凝聚态物理领域研究的关键问题[240-245]。这种量子态的对称性破缺经常诱

导材料电子结构和晶格的调制，例如电荷密度波（charge density wave，CDW）、

自旋密度波（spin density wave，SDW）[246, 247]、电荷有序（charge order，CO）[248]

以及周期性原子位移（periodic lattice displacement，PLD）[249]等等。在强关联体系

中，电荷、自旋、轨道和晶格往往紧密地耦合在一起，这决定了这种调制结构的复

杂性，从而挑战目前已有的探究和理解其本质特征的方法论[240, 243]。同时，由于对

调制结构的认识程度决定了对材料新奇性能来源的理解和调控[249, 250]，缺乏对这种

调制结构的准确表征和描述会阻碍我们对材料物理性质的理解。 

 
图7.1  几种典型的新奇物理现象 

(a) 高温超导体（HTSC）[251] (b) 自旋密度波（SDW）[252] (c) 电荷密度波（CDW）
[253] 



第 7 章   电荷有序铁氧化物的新型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结构  

 123 

LuFe2O4 是一种电荷有序的量子材料体系，其中存在晶格、电荷和自旋的强关

联耦合[28, 254, 255]。本章中，我们将以该材料为基础，对其进行空穴掺杂，探究晶体

结构、电子结构和电荷有序性的调制。通过本章内容的研究，我们明确了 Oi 对

LuFe2O4 的结构和性能的调控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并系统研究了一种新型

的晶格-电荷调制结构，二次调制结构（second-order modulation，SOM）。通过系

统的电子显微学的实验探究结合 DFT 计算，我们给出了 SOM 的正空间、倒空间

和能量空间的特征以及数学表达，构建了 SOM 模型并定义了一种更加完善、更加

普适的调制结构序参量。本章将按照如下方式组织展开：7.2 节中介绍传统的调制

结构以及缺陷态对调制结构的影响；7.3.1 节介绍 LuFe2O4 的基本结构和电荷有序

性能，作为本章相关内容展开的背景知识；7.3.2 节到 7.5 节是本章的重要章节，系

统给出了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结构的实验结果、理论模拟计算结果以及二次调制结

构模型，同时我们讨论了模型的普适性并和传统调制结构进行了比较；7.6 节对二

次调制结构进行了延伸和拓展； 后，7.7 节是本章的总结。 

7.2  传统调制结构 

7.2.1  调制结构的定义和超空间处理 

材料中的调制结构被认为是一种相对于具有一定空间群对称性的基本结构的

周期性畸变[256]。一般地，如果调制结构的周期性不契合基本结构的周期性，即调

制结构的布拉格峰不能用整数指数进行指标化，则这种调制结构被称为非公度调

制结构（incommensurate modulation，ICM），反之则为公度调制结构（commensurate 
modulation，CM）[257]。这种表达是基于对倒空间衍射花样特征的描述。调制结构

的衍射花样包含位于倒易点阵的主要衍射峰和一般强度较弱的多余衍射峰，也叫

做卫星峰。能够贡献卫星峰的因素包含：原子位移的调制[250]，占位有序的调制等

等[258]。如果定义倒空间基本矢量为 ， 和 ，那么卫星峰可以用调制矢量 qj（j 
= 1, 2, …, d）的线性组合表示。其布拉格衍射峰可以表示为[256]： 

 1 2 ... d dh k l m m m= + + + + + +* * *
1 2H a b c q q q  （7-1） 

对于 ICM，至少有一个组员 qj 相较于基本晶格的主要衍射峰是无理的。公式（7-
1）给出的布拉格峰的位置表述是一种特殊形式，更加一般地，可以写作： 

 
 

（7-2） 

*a *b *c

*

1

n

i i
i

h
=

=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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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hi为整数。在公式（7-2）的定义下，一个理想的晶体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

具有傅里叶波矢的物质分布，并且可以被表征为有限个（比如 n）傅里叶波矢的

线性组合。因此，其衍射花样可以表征为一组分立的布拉格峰，对应地，可以用

n 个整数（h1，h2，…，hn）指数化。对于一般的晶体，n = 3，对应有 *
1a ， *

2a 和
*
3a 三个矢量。通常， *

1a ， *
2a 和 *

3a 采用 ， 和 ，指数 h1，h2 和 h3 写作 h，k
和 l。对于具有一维调制结构的晶体，可以描述为一个具有周期性平面波畸变的

一般晶体，因此 n = 4，对应有 *
1a ， *

2a ， *
3a 和 *

4a 三个矢量。习惯性地将 *
1a ， *

2a 和
*
3a 分别定义为 ， 和 ，对应于主衍射斑；定义 *  = 4a q ，其中 q 为调制结构

的波矢。拓展到二维和三维调制结构时，n 分别等于 5 和 6。 
处理调制结构时，一般借用 n维空间群的概念[256]。首先需要引入劳埃点群PL：

一个晶体的劳埃点群是指它衍射花样的点对称群，即是正交群 O(3)的有限阶的子

群。劳埃点群具有如下性质：（1）PL与 n 维的晶体点群同构型；（2）存在一组 n

维的、可以投影到傅里叶波矢 *
1a ，…， *an 的欧几里得空间（倒空间）晶格基 ，…，

*
sna ；（3）三维的晶体密度函数ρ(r)的傅里叶组元 依附于对应的 n 维倒空

间晶格，并被看作是在更高维空间中具有晶格周期性的密度函数 的傅里叶组

元（rs是 n 维空间的位置矢量）。这种处理方式被称为晶体的超空间嵌入。晶体的

对称群被定义为嵌入在超空间的晶体结构的欧几里得对称群。相对应地，如果晶体

的衍射花样可以标记为 n 个指数，则该晶体对称性属于 n 维空间群。在这种框架

下，具有调制结构的三维晶体可以利用(3+d)维超空间群（superspace group）的概

念进行表达。 
对于位移型晶体调制结构（原子被近似看作为一个质点），晶体的整体结构被

描述为基本结构与调制结构的叠加：原子相较于具有三维空间群对称性的基本结

构，按照调制波的形式发生周期性的位移。对于第μ个原子，在基本结构中的位置

可以用表达为： 

  （7-3） 

其中 n 为晶格矢量。同一原子，在调制结构中的位置可以写作： 

 ( , ) sin 2 ( )μ μ μ μ μ = + + π ⋅ + + φ r n n r U q n r  （7-4） 

其中，q 是调制结构波矢；Uμ为表征第μ个原子调制的极化矢量。对应地，晶体的

结构因子可以写作： 

*a *b *c

*a *b *c

*
1sa

1ˆ ( ,... )nh hρ
( )s srρ

0 ( , )r n n rμ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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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r n r

H U q n r

 （7-5） 

其中 为原子的散射因子（一般仍与 H 有关），计算方法参照第 2.4.1 节公式（2-
6）。利用 Jacobi-Anger 关系，可以将公式（7-5）变形为： 

 
exp 2 ( ) ( )

exp( ) (2 )
m

m

S i m

f im J

∞
μ

μ =−∞

μ μ μ
−

 = π − ⋅ + 

× − φ π ⋅

 H
n

H q n r

H U
 （7-6） 

其中 是 m 阶的贝塞尔（Bessel）函数。关于 n 的求和可以得到一个关于倒空

间晶格位置的δ函数的求和，即： 

  （7-7） 

因此，当存在一组整数 h，k，l 和 m 使得下式成立时，结构因子 SH不消光。 

  （7-8） 

基于以上处理方式，我们以 简单的一维位移型 ICM 为例，具体讨论其倒空

间和正空间的表达。在四维空间群（n = 3+d，d = 1）中，主衍射斑可以指数化为

(hkl0)，卫星峰可以用(hklm)表达，于是有： 

  （7-9） 

其中 q 为调制结构波矢，对应 *
4a 。正空间中，调制结构的原子位移可以展开为一

系列分立的傅里叶级数的形式，于是有： 

 
{ }
{ }0

1

sin 2π ( )
( , )

cos 2π ( )

n

n n

μ μ μ
∞

μ μ

μ μ μ=

 ⋅ + + φ 
μ = +

 + ⋅ + + φ 


A q n r
u r A

B q n r
 （7-10） 

为了简单起见，可以只写出第一项正弦波项，则有： 

 { }( , ) sin 2π ( )μ μ μ μ μ = ⋅ + + φ u r A q n r
 （7-11） 

基于公式（7-11），如果增加调制结构的维数（如 d = 2），则独立的调制波矢

μf

( )mJ x

* * *

, ,
( ) ( )H q H q a b cΔ − = δ − − − −

h k l
m m h k l

* * *H a b c q= + + +h k l m

* * *H a b c q= + + +h k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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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个数增加（对于二维调制结构为 q1 和 q2）。正空间原子位移中表现为增加独立

的傅里叶级数的组元。例如，对于二维调制结构，原子位移可以写作： 

 
{ }
{ }

1

2

( , ) sin 2π ( )

sin 2π ( )

μ μ μ μ

μ μ μ

 μ = ⋅ + + φ 

 + ⋅ + + φ 

1 1

2 2

u r A q n r

A q n r
 （7-12） 

其中， μ
1A 和 μ

2A 分别为与 q1 和 q2 波矢对应的振幅； 和 分别分别为与 q1 和 q2

波矢对应的相位；振幅和相位其均为常数。更高维度的调制结构的倒空间和正空间

表达可以以此类推。 

7.2.2  调制结构中的异常 

但实际材料中，往往比以上讨论（材料均为完美晶体）的情况更为复杂。由于

实际材料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缺陷、杂质或者局部应力等不完美因素，因此长程有

序的调制结构很容易被破坏，进而形成各种拓扑缺陷，例如相位位错、孤立子

（soliton）等等[250, 259-261]。典型的例子包括铜氧化物超导体系 Bi2(Sr2−x,Lax)CuO6+δ

中 Oi 引入的相位孤立子[260]，以及电荷有序的 Mn 氧化物（Bi0.35Sr0.18Ca0.47MnO3，

BSCMO）中，周期性离子位移相位的不连续导致的相位位错[250]。在铜氧化物超导

体系 Bi2(Sr2−x,Lax)CuO6+δ中，Oi原子分布在 CuO2 面附近，使得局部的晶格平移对

称性发生改变，引起原有的结构调制出现异常，形成所谓的孤立子[260]。这种孤立

子的存在能够导致调制波相位出现π/3 的移动，进而改变调制结构的相位空间，如

图 7.2(a)所示。同时，局部的电荷分布也受到这种孤立子的影响，从而影响体系的

超导性能[260]。对于电荷有序的 Mn 氧化物（BSCMO），电荷有序结构能够引起周

期性的原子位移，但长程的电荷有序结构和周期性原子位移很容易被图 7.2(b)所示

的缺陷结构打破[250]。这种缺陷结构本质上是调制结构的相位缺陷。图 7.2(b)展示

的是一种典型的相位位错，即在周期性原子位移的波前出现相位的畸变。这种行为

非常类似于晶格的刃位错中一列原子面的突然消失（即多余半原子面），从而引起

晶格局部的变形。相位位错表征了相位的突变及其引起的相位空间的变形。相位位

错产生的位置，晶格中其实并不存在多余半原子面[250]。 

1
μφ 2

μ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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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两种典型的调制结构异常[250, 260]  

(a) 铜氧化物超导体系中由Oi引入的孤立子引起调制结构相位改变π/3。(b) 电荷有序

锰氧化物中存在的调制结构的相位位错。图中展示了对应于波矢q1的周期性原子位

移Δ1的分布图，其中相位位错的伯格斯矢量为 PLDˆλ 1q 。(c-e) 分别展示了(b)图所示区

域内的相位ϕ1，|Δ1|和|Δ2| 

这些调制结构中的拓扑缺陷能够改变调制结构的相位（有时也会改变振幅，如

相位位错的核心处，原子位移的振幅降低），从而在相位空间（或振幅空间）产生

异常。这种相位空间的改变，可以通过相位应力（εc）的定义帮助理解，如公式（7-
13）所示[81]： 

  （7-13） 

其中 q 为调制波波矢； 为相位梯度。相位应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出调制波

相位的演化方式，表征调制波相位空间的畸变。 
我们以一维调制结构为例，利用图 7.3 中的模型示意图简单对比了三种不同类

型调制结构（包括传统调制结构、具有相位和振幅空间畸变的调制结构和二次调制

结构）的特征。如前所述，调制结构可以用一个复序参量表征，在数学上可以展开

为傅里叶级数的形式。一般地，不管是 CM 或者 ICM，对于每个傅里叶组元，其

相位和振幅均为常数[256, 257, 262, 263]。对于 简单的传统的一维调制结构，如图 7.3(a)
所示，其中调制波波矢为 q，振幅 A = A0，相位φ = φ0，相位和振幅均为常数。而

增加维度，只会增加独立的波矢的个数和傅里叶组元的个数，而对于每一个波矢，

其相位和振幅仍保持为常数[256]，如对于二维调制结构，q = q1,q2，A = A1,A2，φ = 
φ1,φ1。而在实际材料中，长程有序的调制结构被上述提到的缺陷结构影响时[250, 259-

261]，传统的一维调制结构中往往会存在相位的异常（如相位孤立子），如图 7.3(b)
所示。这种情况下，调制结构的相位不再为常数，而是关于位置矢量 r 的函数，即

有φ = φ(r)。这对于振幅空间同样适用（A = A(r)）。这种相位空间和振幅空间的改

/ ( )c qε = ⋅∇φq r

( )∇φ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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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暗示我们，相位空间和振幅空间可能存在附加的自由度，即存在相位空间和振幅

空间的调制波，或称作二次调制波（波矢为 qs），如图 7.3(c)所示。此时，调制波

的相位和振幅不仅与位置矢量（r）有关，也同时是二次调制波矢 qs的函数，即有

A = A(qs,r)和φ = φ(qs,r)。我们在空穴掺杂的 LuFe2O4+δ体系中发现并系统研究了这

种二次调制结构（SOM），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展开介绍。 

 

图7.3  不同种类调制结构的模型示意图（以一维调制结构为例） 
(a) 传统一维调制结构，调制结构波矢为q，相位φ和振幅A均为常数。(b) 在一维调

制结构中存在相位的异常，如相位的不连续（Δφ）。这导致了调制结构的相位成为

位置矢量（r）的函数。(c) 二次调制结构。相位和振幅均被一个二次调制波调控，

从而成为二次调制波矢（qs）和位置矢量（r）的函数 

7.3  空穴掺杂LuFe2O4+δ的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结构 

7.3.1  LuFe2O4的结构和电荷有序性 

LuFe2O4 是一种室温下的电荷有序体系，空间群为 （No. 166），具有沿着

c 方向的层状结构[28, 45, 264]，如图 7.4(a)所示。两层 Lu-O 层之间夹着两层 FeO5 三角

双锥体层，构成三明治类型的结构。从 c 方向观察，每一层 Fe 离子的晶格均为三

角形，两层 Fe 离子的三角形晶格构成蜂窝状。计算化学计量比的 LuFe2O4 中 Fe 的

价态容易发现，Fe 离子的名义价态为+2.5 价。结合宏观的莫斯堡尔（Mössbauer）

3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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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的测量结果可知，Fe 离子一半为+2 价离子（Fe2+离子），一半为+3 价离子（Fe3+

离子）[265]。对于每一层 Fe-O 层，当等量的 Fe2+离子和 Fe3+离子排布在三角形晶格

中时，会引入电荷排布的阻挫行为[225]。这种电荷的二维阻挫类似于三角形晶格中

的反铁磁 Ising 自旋或自旋阻挫（参看第一章第 1.2.3 节）：电荷的二维阻挫中，第

三个三角形顶点不论是电子过量还是空穴过量，体系能量均相同（如图 7.4(a)所示）。

这决定了 LuFe2O4 晶体结构和电子结构对外界电荷的敏感性：如在晶体结构方面，

M. Hervieu 等人[266]报道了在氧气氛中退火可以得到一系列晶体结构的演变以及不

同的调制结构；电学性质方面，S. Cao 等人[267]报道了 LuFe2O4 的化学敏感性，其

输运性质敏感地受控于环境气氛和其化学组成。以上实验结果暗示了该体系中存

在多种可能的调制结构，这也是我们选择该体系进行晶格、电荷调制结构研究的原

因。 
对于 LuFe2O4 的电荷有序结构，考虑到其中的电荷阻挫，Y. Yamada 等人[268]

提出了可能的电荷有序结构构型，即 Fe2+和 Fe3+离子排列的超结构，称为

超结构，即在 a-b 平面沿着[110]方向扩大三倍。这种结构被中子衍射的实验结果

证实。中子衍射的结果表明[269]，LuFe2O4 在 330 K-500 K 温度之间，衍射花样中存

在沿着(h±1/3,k±1/3,l)方向延伸的超衍射弥散条纹，表明体系为二维的电荷有序；而

在温度低于 330 K 时，弥散的条纹凝结成布拉格衍射斑点，这表明体系为三维电荷

有序。一组衍射斑点的指数为(1/3+δ,1/3+δ,l+1/2)，其中δ = 0.0027，另外一组衍射

斑点位于(±δ’,±δ’,3l/2)，其中δ = 0.030，二者随温度不同发生相应的变化。 
电荷有序结构通过电子关联效应（而不是共价键）能够形成长程有序排列的电

偶极矩，从而贡献自发的铁电极化。具有电荷有序结构的材料也被称为电子铁电体

[270]。而对于 LuFe2O4 中是否存在电荷有序贡献的宏观自发铁电极化，研究者们持

有不同的观点。N. Ikeda 等人[28]通过热电流观测的方式检验到了 LuFe2O4 中铁电极

化强度（通过积分热电流获得）随温度的变化：自发极化强度在磁转变点（250 K）

和电荷有序转变点（330 K）附近有明显转折，因此认为体系中存在由 Fe2+离子和

Fe3+离子贡献的自发极化。M. Angst 等人[271]通过探究同步辐射 X 射线的实验结果

结合 DFT 计算结果认为体系的基态是反铁电与磁性的耦合，而非铁电极化态。J. 
de Groot 等人[30]通过 X 射线结构精修，并利用键价求和（BVS）的方式确定了 Fe2+

和 Fe3+离子的位置，报道了一种新型的电荷有序结构，认为其中 Fe-O 双层为带电

的非极性层。考虑到 LuFe2O4 的结构和性能对氧化学计量比的强烈敏感的依赖性，

这种不同研究组之间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源于所使用材料的化学计量比的微小差

异。另外，不同的实验结果也可能与体系不同状态（如铁电或反铁电）之间较小的

能量势垒有关：体系能够在热扰动或外界电场的诱导作用下轻易地从一种状态转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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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到另一种状态。考虑到 LuFe2O4 电荷有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电荷有序的结构

和可能的自发铁电极化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本章中的研究工作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7.3.2  晶格二次调制结构 

研究采用的体系为适量空穴掺杂的 LuFe2O4+δ（δ ~ 0.15）体系。利用高分辨扫

描透射电子显微术，我们系统探究了该体系中的新型晶格-电荷调制。倒空间的

EDP 如图 7.4(b)所示，其中包含一系列明显的卫星峰（或称超衍射斑）。这种 EDP
与化学计量比样品的 EDP 有明显不同（在图 7.5 中进行详细对比），表明掺杂后

体系中出现了新型的调制结构。图7.4(e)为LuFe2O4+δ体系沿着[100]带轴的HAADF-
STEM 图像。图中较亮的原子柱为原子序数较大的 Lu 原子柱，较暗的双层原子柱

为原子序数相对较小的 Fe 原子柱（由于 HAADF-STEM 图像为 Z-衬度像），与图

7.4(e)右上角插图中的原子投影模型一致。 

 
图7.4  二次非公度调制结构 

(a) 上图为菱方晶系LuFe2O4的结构模型（空间群， ）以及沿着a轴的投影模

型。下图表征体系中存在的电荷阻挫结构。(b) [100]带轴的EDP，包含一系列多余的

衍射卫星峰。(c) 图(b)中白色实线框部分的局部放大图。矢量qp和qs分别对应主要调

制结构（PM）和二次调制结构（SOM）。qp沿g1 = [027]*方向，qs沿
*= [017 ]2g 方

向。(d) 基于公式（7-16）的模型模拟的EDP，与实验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第四

个（m1）和第五个指数（m2）分别对应qp和qs。(e) 沿a轴（[100]带轴）方向的

HAADF-STEM图像。左侧的局部放大图显示了(027)和 面的面间距，分别用d1

和d2表示。菱形格子的间距对应(c)中qp和qs正空间的距离。(f) 沿着[001]方向的Lu原

3R m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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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周期性位移。相位在 面（用白色虚线表示）出现周期性的移动。(g) 从(f)图
中定界符划定的区域内提取出的Lu原子位移矢量图。箭头的方向表征原子位移的方

向，箭头的大小以及背景颜色表征位移的振幅。(h) 在图(f)中箭头位置，沿着qp方向

进行的原子位移线分析，表明相位的移动（Δφ = 2πd/λ）和振幅的波动，其中振幅的

波动可以用虚线包络线表征。所有的标尺均为2 nm 

在定量分析新型的 EDP（图 7.4(b)所示）之前，我们将空穴掺杂体系的 EDP 与

化学计量比体系的 EDP 进行对比，如图 7.5 所示。对于化学计量比的样品，其[210]
带轴的 EDP（如图 7.5(a)所示）中主衍射斑遵从 的对称性，三角形箭头标记出

的弥散衍射强度来源于室温下的电荷有序结构，与文献报道的 X 射线衍射花样一

致[225]；[100]带轴的 EDP（如图 7.5(b)所示）中并未观察到明显的卫星峰。对于空

穴掺杂的 LuFe2O4+δ，其[210]带轴的 EDP（如图 7.5(c)所示）中卫星峰较弥散，强

度较弱；而在[100]带轴的 EDP（如图 7.5(d)所示）中，除了具有 对称性的主

衍射斑以外，能够观察到明显的与化学计量比的样品不同的卫星峰。综上可知，空

穴掺杂的 LuFe2O4+δ体系的[210]和[100]带轴的 EDP 具有与化学计量比的样品明显

不同的特征，这表明 LuFe2O4+δ体系中存在一种新型的调制结构。下面对这种新型

调制结构在倒空间和正空间的特征进行分析。 

 

图7.5  对比氧过量和化学计量比的LuFe2O4样品的EDP 
(a)和(b) 分别为化学计量比样品的[210]和[100]带轴的EDP。白色箭头指示的卫星峰

来自于室温下的电荷有序。这种位于(h±1/3,k±1/3,l)并被锯齿形的弥散的衍射线连接

的衍射峰特征与之前X射线衍射的实验结果一致[225]。(c)和(d) 分别为氧过量的

LuFe2O4+δ的[210]和[100]带轴的EDP，具有与化学计量比的样品明显不同的特征，表

明体系中存在一种迥然不同的调制结构 

(017)

3R m

3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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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 LuFe2O4+δ体系 EDP 的局部放大图（图 7.4(d)）能够发现，每一个强

的、锐利的超衍射斑（对应主要调制 PM 波矢，qp）周围都伴随着一个较弱的超衍

射斑（对应二次调制 SOM 波矢，qs）。这种构型与传统的二维调制结构的 EDP 有

明显不同，后者的两套超衍射斑均分布在主衍射点附近[256, 262, 263]。定量测量两组

超衍射斑对应的倒空间长度与角度可知：明锐的超衍射斑的方向沿 g1 = [027]*方向，

数量关系满足 qp ≈ 0.135g1；较弱的超衍射斑，沿 *[017]=2g 方向，满足 qs ≈ 0.110g2。

将(027)和 面绘制到正空间的 HAADF-STEM 图像中可以发现，(027)和
面分别对应[100]带轴投影下 Fe 原子和 Lu 原子排列的两个晶面（如图 7.4(e)中左

侧局部放大图所示）。由于倒空间新的衍射斑点的出现表示实空间对应的晶面出现

了新的周期（晶格的调制），因此 EDP 的实验结果暗示了(027)和 晶面的变

化。基于对实空间的原子位置的定量分析，我们进一步解析了晶格的调制结构。 
基于峰对算法（peak-pair algorithm，PPA），我们对实空间的 Lu 原子和 Fe 原

子的位置进行了测量并分析其相对于平衡位置的位移。PPA 算法是 P. L. Galindo 等

人[272, 273]开发的内嵌于 Digital Micrograph 软件中的算法程序。PPA 工作在实空间，

基于一系列原子分辨图像（HRSTEM 或 HRTEM 图像）中寻得的原子位置，在各

个节点计算局域的、分立的原子位移场。具体如下[272]：（1）算法第一步首先确定

原子柱的位置。对于每个原子柱，通过计算和对比每个像素点及其周围 8 个相连

的像素点的强度，得到像素点强度的局部 大值，以此作为该原子柱的位置（周围

8 个像素点的强度均小于该像素点）。因此，容易推断，该种方法的 大分辨率为

1×1 像素点。利用 2-D 插值法，也能得到亚像素点的分辨率；（2）选取参考区域

内的两个非共线的矢量作为基矢，利用该基矢和图像中原子强度 大值确定图像

中的峰对（pairs of peaks）；（3）通过对比峰对和两个非共线基矢以及求解一系列

线性方程，获得精确的位移场。图 7.4(f)和(g)分别展示了 Lu 原子位移大小的分布

和位移矢量。图中 明显的特征是，沿着 qp方向（即[027]*方向），原子的正位移

（红色表示）和负位移（蓝色表示）条纹区域周期性地间隔分布。这使得(027)晶面

出现新的周期，从而贡献了倒空间沿 qp 方向的强的超衍射斑。值得注意的是，位

移分布图中一个重要特征是正位移与负位移的条纹并不是连续分布的，而是在

面上出现周期性的错动，如图 7.4(f)中白色虚线位置所示。这导致了 Lu 原子

的位移呈现蛇形曲线的分布（如图 7.4(g)局部放大图所示）。这种周期性的错动，

导致 面出现了新的周期，这与倒空间 qs方向（即
*[017] 方向）产生的弱的超

衍射斑相对应。沿主要调制结构波矢 qp方向做原子位移的线分析，可得到图 7.4(h)
所示的结果。对比分析图 7.4(f)和图 7.4(h)的结果能够发现， 面上的错动（图

7.4(f)中圆圈位置）来源于调制波中的相位不连续（Δφ = 2πd/λ）。进一步对线分析

(017) (017)

(017)

(017)

(01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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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结果进行拟合发现（如图 7.4(h)所示），实验中测量得到的原子位移结果可

以用两个相位不同、振幅周期性震荡的正弦波拟合，这表明了该调制结构中相位和

振幅非恒定的特征。同时，在相位发生异常间断的位置，调制结构的振幅出现 小

值。这种情况与之前理论工作预测的结果一致[274, 275]：调制结构振幅在相位畸变的

位置坍塌，从而能够阻止体系能量的发散。这种相位和振幅的异常在体系中形成了

新的周期结构，即产生了新的调制。其本质上是在调制结构的相位和振幅空间中引

入了二次调制波矢 qs。因此，我们把这种调制称作为二次调制结构（second-order 
modulation，SOM）。 

除了以上展示的相对和谐、整齐的 SOM 外，我们对较大面积范围的区域进行

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体系中也存在随机分布的拓扑缺陷（如相位位错）。较大范

围的 HAADF-STEM 图像如图 7.6(a)所示。同样地，利用 PPA 算法可以得到图 7.6(b)
所示的原子位移大小的分布。与之前的结果一致，沿着主要调制波矢 qp 方向存在

正位移与负位移交替排列的周期性结构。同时，沿着二次调制波矢 qs 方向存在相

位和振幅周期性的调制。在此基础上，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域内存在相位和振幅调

制的缺陷结构（如图 7.6(b)所示），如位错、变形、旋转等。类似的相位位错在电

荷有序的锰氧化物体系中也有过报道[250, 261, 276]。这种缺陷结构可能来源于杂质、

弹性形变或电子结构的不连续性，从而作为钉扎中心，打破相位和振幅调制的长程

有序[274, 277]。这种缺陷结构的存在同时也解释了实验中与二次调制波矢 qs 对应的

衍射峰强度的弥散性。 

 
图7.6  不同类型的相位拓扑缺陷 

 (a) [100]带轴的HAADF-STEM图像 (b) 与图像(a)对应的PLD分布图。沿着qp方向交

替出现的正原子位移和负原子位移贡献了PM。同时也存在沿着qs方向的SOM。但更

重要的是，该区域内显示了不同种类的相位缺陷，例如剪切变形和类似于晶格刃位

错的相位位错（用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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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电荷二次调制结构 

周期性原子位移（PLDs）本质上是由电荷密度的调制结合电荷-晶格的耦合（电

荷有序体系中往往存在紧密的电荷-晶格耦合）贡献的。考虑到 LuFe2O4 电子结构

的敏感性以及 LuFe2O4+δ体系的空穴掺杂特性，这种新型的调制结构很有可能与异

常的电荷调制密切相关。因此，借助于高空间分辨的 STEM-EELS，我们对体系的

电荷调制进行了分析。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确定了体系的空穴掺杂特性。图 7.7 展示了空穴掺杂

LuFe2O4+δ体系（蓝色实线）和化学计量比 LuFe2O4 体系（绿色实线）的 O K 边和

Fe L2,3 边的 EELS 谱。此处展示的 EELS 谱经过了零峰漂移校正、背底扣除和去除

多重非弹性散射等一系列处理[144]。对于 O K 边，可见的、能够区分的主要有三个

峰，包含一个前置峰 a（~533 eV），峰 b 和峰 c：前置峰 a 主要来源于 O 2p 轨道

与 Fe 3d 轨道的杂化；峰 b 和峰 c 主要来源于 Lu d 轨道与 O p 轨道的耦合[159]。因

此，对比空穴掺杂体系（LuFe2O4+δ）和化学计量比体系（LuFe2O4）能够发现：

LuFe2O4+δ体系的 O K 边的前置峰 a 相对于 LuFe2O4 体系强度有明显增强，同时，

相较于 LuFe2O4 体系，LuFe2O4+δ体系的 Fe L2,3 边高能量损失方向移动。这均表明

了 LuFe2O4+δ体系的空穴掺杂性质。O K 边和 Fe L2,3 边的强度和形状的改变证明了

空穴掺杂导致的 Fe 和 Lu 原子的化学环境（尤其是氧环境）的改变。 

 

图7.7  对比LuFe2O4+δ体系和LuFe2O4体系的O K边和Fe L2,3边。氧过量体系O K边的

前置峰强度相对于化学计量比体系有明显上升，同时Fe L2,3边向高能量损失方向移

动，这均表明了氧过量体系中的空穴掺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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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二章第 2.4.6 节内容可以知道，过渡金属元素的 L2,3 边的强度与 3d 轨道的

占据状态直接相关，L2,3 边的特征，如峰的形状[278]，位置[149, 279]和 L3/L2 强度比[214, 

280]，均可作为过渡金属价态的指示剂，从而能够用于定量分析过渡金属的价态情

况和电荷分布情况。因此，我们借助于 LuFe2O4+δ体系中 Fe L2,3 边的变化来表征体

系的电荷调制状态。为了获取高空间分辨率的信息，我们在该体系中采集了原子分

辨的 EELS 谱的面分布图。图 7.8(a)展示了采集区域的 HAADF-STEM 图像。我们

在图 7.8(a)中的绿色方框内逐像素点地采集了原子分辨的 Fe-L2,3 边的 EELS 谱，如

图 7.8(b)所示（图中每个像素点为一个 EELS 谱）。同时逐像素点地采集到的

HAADF-STEM 图像展示在图 7.8(c)的插图中。得益于损失谱仪和样品杆的高稳定

性，HAADF-STEM 图像和 EELS 谱面分布图均显示出了清晰的 Fe 原子的晶格，

同时 EELS 谱面分布图与 HAADF-STEM 图像具有良好的对应性。这允许我们对每

一列 Fe 原子柱进行单独的分析。代表性地，图 7.8(c)展示了来自于位置 A-C 经过

处理的三个 Fe L2,3 谱曲线（处理方式与图 7.7 一致）。由于外层电子对内层电子的

屏蔽作用随着价态升高而减弱，因此高的能量损失（向高能量方向化学位移）对应

元素的价态较高；同时，过渡金属的 L2,3 比在 3d5 构型下（对于 Fe 离子为 Fe3+）达

到 大值。综合化学位移和 L2,3 比可知，对于 Fe 离子，高能量损失和大的 L2,3 比

对应高的化学价态（价态低于+3 价时）[149, 214, 280]。分析图 7.8(c)发现，从位置 C 到

位置 A，峰位和 L2,3 比均为单调增加，表明 Fe 离子价态单调增加。 

 

图7.8  原子分辨的EELS表征电荷的调制结构 
(a) [100]带轴的HAADF-STEM图像。(b) 原子分辨的Fe L2,3边。从图(a)绿色方框内采

集得到。(c) 从位置A-C提取的EELS谱。谱峰形状和位置的不同表明不同位置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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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价态的不同。逐像素点采集的HAADF-STEM图像（右上角插图）显示出原子分辨

率。(d) 从(b)图中每个Fe原子柱采集、计算的Fe L2,3比，用颜色梯度表示。从图中可

以观察到明显的价态波动。虚线网格间距对应qp和qs正空间的长度。(e) 沿着qp方

向，对每个(027)面的L2,3比的积分平均，对应于(d)图的箭头位置。实验结果可以被

两个周期相同、相位不同的正弦曲线拟合，表明了相位的不连续（Δφ）。标尺为1 
nm 

进一步地，我们提取出图 7.8(b)中每一个 Fe 原子柱的 L2,3 比，用颜色梯度表

示其数值并叠加在 Fe 原子的晶格模型上，如图 7.8(d)所示。观察图中价态分布能

够发现清晰的电荷密度的调制。利用一系列(027)面（灰色虚线）和 面（蓝色

和黄色虚线，表征不同相位），能够很好地表示和拟合这种电荷的调制（沿着[027]*

和
*[017] 方向的虚线间隔分别对应着 qp 和 qs正空间的距离）：电荷分布沿[027]*方

向（qp方向）出现周期性地调制，同时在 面上，电荷的分布出现周期性的不

连续（Δφ），导致沿 qs 方向出现新的周期。为了更清晰地表达和解析这种周期性

的电荷不连续，我们沿 qp方向做了积分线分析，结果如图 7.8(e)所示。图中每个实

验点来源于一个(027)面中所有原子 L2,3 比积分平均的结果，曲线以 qp 方向的距离

（单位为(027)面的面间距）作为自变量。多次尝试发现，积分结果只能用两个相位

相异的正弦波函数进行拟合，二者之间的相位差为Δφ ≈ 0.20×2π。这与上文中正空

间 PLD 以及倒空间 EDP 的分析结果一致（图 7.4(h)，Δφ ≈ 0.17×2π）。另外，我们

注意到，对 L2,3 比的测量存在相对较大的误差棒（图 7.8(e)），这可能来源于一些

广泛认可的因素，如非弹性散射的离域效应，谱线展宽效应和电子束能量展宽效应

等[281-283]。以上的表征和测量结果表明了电荷调制结构中存在准周期的电荷调制的

不连续，其是周期性原子位移（PLD）中相位异常和振幅波动的内在原因。同时，

这种电荷的调制结构也可以很好地用二次调制结构（SOM）描述。 

7.4  第一性原理计算 

为了进一步探究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的本质来源，我们进行了第一性原理计算。

考虑到 HTSC 体系中，局部结构和载流子的密度敏感地受控于 Oi 的位置、浓度等

[249]，尤其是在 BSCMO（Bi0.35Sr0.18Ca0.47MnO3）体系中，Oi能够在结构调制中诱导

产生相位孤立子[260]。这表明了 Oi在调制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对于氧

原子过量的 LuFe2O4+δ体系，我们将研究的关注重点放在 Oi原子在体系中发挥的作

用。 
我们构建了一系列包含不同位置 Oi 的单胞，进行基于密度泛函理论（DFT）

的第一性原理平面波计算，以获得氧原子位置依赖的体系能量和电子结构信息。计

算采用的条件如下：采用的计算包为 Quantum Espresso 计算包[284]；自旋-极化计

(01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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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利用了广义梯度近似（PBE）[285]；利用超软赝势将波函数展开成平面波（截断

能设定为 600 eV）[286]；所有单胞构型中，单胞和原子位置同时进行优化，直到原

子力小于 0.025 eV/Å；值得注意的是：（1）对于较小的超单胞，周期性排列的 Oi

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略；（2）对于位于不同位置（指 a-b 平面内位置，即 7.9(a)
图中位置 A-E）的 Oi，其周期性排列后具有相同的 Oi-Oi 距离，因此 Oi之间的相互

作用力相似或相同。综上可知，为了消除（或将影响降到 低）Oi-Oi 之间的耦合

作用对结果的影响，可以采用相对的体系总能量（即具有不同 Oi 构型的体系的能

量差值； 低的能量作为参考基准能量）作为比较标准。 
根据 LuFe2O4 体系的对称性可知，在 a-b 平面内 Oi 可能的位置有 A-E 五个位

置（如图 7.9(a)左图所示）。由于 LuFe2O4 的层状结构是通过在 c 方向重复地堆叠

堆垛单元（图 7.8(a)右图所示）获得的，因此，在 c 方向上搜寻 Oi 在一个堆垛单元

中的所有可能位置而获得的能量 小值位置，即为全局的 低能量位置。图 7.9(a)
右图中的竖直彩色实线（分别与 a-b 平面内的位置 A-E 相对应）表示了 Oi 在离开

a-b 平面的可能 z 坐标位置。对于每一个面内位置（A-E），我们都以 z 坐标为自变

量，计算了体系的基态能量与其 z 坐标的关系曲线，从而获得了势能表面，如图

7.9(b)左图所示。如上所述，为了减小 Oi-Oi 耦合作用的影响，我们将 低能量作为

基准能量，计算获得了其它体系能量相对于该能量的相对值（图 7.9(b)左图纵轴为

相对能量）。仔细观察图 7.9(b)左图可知，在所有的 z 坐标下，位置-A 都是能量

低的位置。这是由于位置-A 具有 大的空隙空间。同时，在所有的位置-A 中（相

同的 x-y 坐标，不同的 z 坐标），一个特殊的位置的能量具有 低值：我们将该位

置标记为位置-A0，z/c = 0.7816。对于位置-A0，其具有 短的 Fe-Oi键长。更重要

的是，位置-A0 恰好位于两个过 FeO5 六面体共有棱的平面的交界处，即为(027)面
和 面的交点处，如图 7.9(b)右图所示。值得注意的是，(027)面和 面的法

线方向恰好分别为主要调制波矢 qp 和二次调制波矢 qs 的方向。这表明了 Oi 对于

调制结构的贡献。 

(01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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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利用DFT计算SOM的来源 
(a) 计算中考虑的五个独立的间隙位置，分别标记为位置A-E。每个位置包含一系列

z方向的位置，即其z坐标可在右图对应的垂直线上变动。(b) 对于五个独立的位置，

以分数坐标（z/c）为自变量的体系的相对总能量（eV/Oi）。插图的多面体展示了具

有 低能量的位置-A0。右图展示了位置-A0在单胞中的相对位置：恰好位于(027)面
和 面的交界处。(c) 表征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结构机制的模型。Oi（红色球体）

位于 低能量的位置-A0。为了清晰起见，略去了Lu原子。PLD的振幅以Oi为中心呈

现出衰减曲线的行为，用黄色和蓝色曲线表示。位移振幅衰减曲线的不连续是相位

移动（用Δφ表示）和振幅波动的原因 

综合实验结果和理论计算结果，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能的二次调制结构机制，如

图 7.9(c)所示。基于周期性原子位移和电荷分布的测量结果，我们绘制了一个包含

一系列(027)面和 面的网格，网格间距分别对应于 qp 和 qs 的正空间距离。同

时，平移网格使其穿过 Oi。由于原子的位移本质上来源于 Oi的作用，因此位移的

振幅在 Oi 处达到 大值，并随着离开 Oi 距离的增大而衰减。因此，可以在 Oi 附

近，沿着(027)面绘制位移的振幅衰减曲线，如图 7.9(c)中的黄色（相位 1）和蓝色

（相位 2）曲线所示。由于两条衰减曲线在 面处不能汇合，因此能够产生类

似于滑移行为的错动，这种错动导致了 PM 的相位的异常和振幅的震荡。这种 PM
相位和振幅变化本身的周期性有序性贡献了 SOM，对应于调制波矢 qs。这也使得

面产生了新的周期，从而贡献了倒空间的卫星峰。以上讨论阐明了 Oi对晶格

SOM 的贡献。同时，正如 EELS 谱给出的信息，体系局部的电子结构和电荷密度

也被 Oi改变，导致了电荷分布的不连续（Oi也是电荷 SOM 的来源）。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Oi 起到的作用类似于孤立子，能够在晶格和电荷调制中引入异常和不

(017)

(01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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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这与空穴掺杂的高温铜基超导体的现象类似[260]。 
从以上分析可知，PM 的相位和振幅空间受到 SOM 波矢 qs的控制，这导致了

PM 和 SOM 之间的相互纠缠（而非相互独立）。我们下面对这种新型的调制结构

进行细致的分析，并与传统调制结构进行对比。 

7.5  调制结构模拟与分析 

一般来讲，周期性的原子位移可以用一个复序参量描述，在数学上，这种序参

量可以展开为傅里叶级数的形式，并且对于每一个傅里叶组元，均具有恒定的相位

和振幅[256, 257, 262, 263]。结合 7.2 节的分析可知，传统地，对于包含两个调制波矢（q1

和 q2）的调制结构（二维调制结构），对于第μ个原子，原子位移（u）可以用下

式表示（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在这里重复给出了二维调制结构的原子位移表达式，

即公式（7-12））： 

 
{ }
{ }

1

2

( , ) sin 2π ( )

sin 2π ( )

μ μ μ μ

μ μ μ

 μ = ⋅ + + φ 

 + ⋅ + + φ 

1 1

2 2

u r A q n r

A q n r
 （7-14） 

其中，n 为晶格矢量；rμ表示原子μ在基本结构中的位置；因此 的含义为位

置矢量； μ
1A 和 μ

2A 分别为与 q1 和 q2 波矢对应的振幅； 和 分别分别为与 q1 和

q2 波矢对应的相位；这两套相位和振幅相互对立，并且均为常数。 
基于布洛赫波（Bloch-wave）的方式，我们对不同类型的调制结构进行了模拟，

显示在图 7.10 中。图 7.10(a)为只有一个调制矢量 q（为了便于对比，设定为 q = 
qp）的传统一维调制结构的倒空间和正空间信息，我们将其作为对照组。由图7.10(a)
可知，倒空间中，传统一维调制结构在沿着 g1 = [027]*方向上出现卫星峰，指数为

。相应地，在正空间，原子位移在沿着 qp的方向出现周期性的调制，表现

为正位移与负位移有序间隔排列。图 7.10(b)为具有两个调制波矢的传统二维调制

结构，调制结构波矢设定为 q1 = qp，q2 = qs。基于公式（7-14）给出的原子位移，

可以模拟得到倒空间的衍射信息：倒空间中，沿着 qp和 qs方向，分别出现两套卫

星峰，指数可以用 表示。其中，m1 对应 q1，m2 对应 q2。观察能够发现，

只有一次调制卫星峰（满足 ）有足够的强度、是可见的，而二次调制卫

星峰（满足 ）基本不可见。同时，一次调制卫星峰均围绕在主衍射斑

附近。正空间中，原子位移表现为两个方向位移（分别对应于 q1 和 q2 调制波矢）

的矢量叠加，并未出现相位的不连续。这些特征与实验观察到的现象不一致。因此，

虽然实验中同样存在两个调制矢量（qp 和 qs），但并不能用传统的二维调制结构

( )n rμ+

1
μφ 2

μφ

( , 1)±hkl

1 2( , , )hkl m m

1 2 1+ =m m

1 2 2+ =m m



第 7 章   电荷有序铁氧化物的新型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结构  

 140 

模型进行表征。 

 

图7.10  不同类型调制结构的布洛赫波动力学衍射模拟及原子位移模拟 
在每个小图中，右上角是(a)中白色实线框部分的局部放大图，右下角是模拟的PLD
图。(a) 传统一维调制结构，波矢q = qp。基本结构的衍射点和调制结构衍射点分别

用蓝色和黑色箭头表示。(b) 基于公式（7-14）模拟计算的传统二维调制结构。设定

q1 = qp，q2 = qs。第四个（m1）和第五个（m2）指数分别对应调制结构波矢q1和q2。

注意到只有一次调制衍射点（满足|m1|+|m2|=1）具有一定强度，分布在基本衍射点周

围，而二次调制衍射点（满足|m1|+|m2|=2）基本不可见。(c) 只具有相位调制的二次

调制结构。两个二次调制衍射点（m1, m2 = ±1）对称地出现在主要调制衍射点（m1 = 
±1, m2 = 0）周围，如图中白色箭头所示。而一次调制衍射点（m1 = 0, m2 = ±1）变得

基本不可见。(d) 基于公式（7-16）模拟计算的二次调制结构。对比于(c)，增加了

振幅调制，这使得两个二次调制衍射点的强度强烈不对称 

考虑到实验观察到的晶格调制和电荷调制中均存在的相位不连续性，我们在

调制结构的表达式中加入了这种周期性的相位不连续，并将其与 qs 对应。因此，

可以定义如下调制波函数： 

 { }( , ) sin 2 ( ) ( , )p
μ μ μ μ μ μ = π ⋅ + + φ p p su r A q n r q r  （7-15） 

其中，Aμp 为主要调制矢量 qp 的振幅，为常数； ( ) = 0.17 ( )p Integer,  s sq r q rμ μ μφ × ⋅ ；

周期性的相位不连续反映在相位项 ( , )p
μ μφ sq r 上。与传统的二维调制结构不同的是，

该调制结构中相位不为常数，而是关于位置矢量 r 和 SOM 波矢 qs的函数。基于该

种调制结构模型，我们模拟了倒空间的 EDP 和正空间的 PLD，如图 7.10(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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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除了主衍射斑以外，出现两套卫星峰：一套对应 PM 波矢 qp，指数满足

m1 = ±1, m2 = 0；另一套对应 SOM 波矢 qs，指数满足 m1, m2 = ±1。不同于传统二维

调制结构的是，二次调制衍射峰（m1, m2 = ±1）变得清晰可见，而一次调制衍射峰

（m1 = 0, m2 = ±1）的强度明显下降。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传统调制结构中卫

星峰均围绕主衍射峰，在该种情况下，二次调制的衍射峰围绕在主要调制衍射峰周

围，而非主衍射点。同时，在正空间，原子位移不仅在沿着主要调制矢量 qp 的方

向出现周期性，而且在 面上出现周期性不连续，从而在 SOM 矢量 qs 方向出

现新的周期。这些特征与实验观察的结果基本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种模型

中，主要调制结构衍射点周围对称地分布着两个强度基本一致的二次调制结构衍

射点。而实验中只在主要调制结构衍射点一侧存在二次调制结构衍射点。因此，该

种情况与实验结果仍不一致。 
我们进一步的探究发现，上文中的不一致性来源于调制结构振幅的贡献。多次

模拟尝试发现，两个二次调制结构衍射点的相对强度与调制结构的振幅直接相关。

当振幅是 SOM 波矢 qs 的函数并按照正弦函数波动时（基于图 7.4(h)中的结果），

一侧的二次调制衍射点强度明显减弱，如图 7.10(d)中的 EDP 所示。基于此，可以

定义如下的调制结构函数： 

 { }( , ) ( , )sin 2 ( ) ( , )p
μ μ μ μ μ μ μ = π ⋅ + + φ p s p su r A q r q n r q r

 
（7-16） 

根据实验观察的结果，其中变量可以做如下规定： 

 
( , ) sin 2 (

( , ) 0.17  ( )
s

p   

μ μ μ μ μ μ

μ μ μ

  = + π ⋅ + φ  
φ = × ⋅

p s s s s

s sInteger

A q r B A q r
q r q r

 
（7-17） 

其中 ， 和 s
μφ 均为常数。与传统二维调制结构（公式（7-14））对比可知：传

统二维调制中含有独立的、分别与两个调制矢量 q1 和 q2 对应的傅里叶项。同时，

相位和振幅均为常数；而在二次调制结构的定义中（公式（7-16）），只含有 PM
矢量 qp 的傅里叶项。更重要的是，qp 傅里叶项的相位和振幅受到 SOM 波矢 qs 的

调节，同时与位置矢量 r 相关。因此，在公式（7-16）的定义中，主要调制结构（PM，

qp）和二次调制结构（SOM，qs）之间相互纠缠，显示了与传统二维调制结构的本

质不同。 
基于公式（7-16）定义的模型，我们对调制结构的倒空间和正空间的特征进行

了系统的模拟，结果如图 7.10(d)所示。倒空间中，沿着 g1 = [027]*和 *[017]=2g 方

向分别出现两套卫星峰，对应 PM 波矢 qp 和 SOM 波矢 qs。qs 对应的衍射点分布

在 qp 对应的衍射点周围（而非主衍射点附近），同时强度相对于仅有相位调制的

(017)

sBμ μ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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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图 7.10(c)）出现明显的不对称性：如(003,1,1)衍射点的强度远大于

衍射点的强度。正空间中，原子位移在[027]*方向出现周期性的同时，PLD 的相位

在 面附近出现异常，并伴随着相应的振幅调制。以上模拟结果的特征与实验

中观察到的结果一致。因此公式（7-16）定义的模型是对 SOM 恰当的表达。 
至此，我们通过系统的模拟和对比分析，给出了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结构模型

的数学表达，这是一种区分于传统二维调制结构的新型调制结构模型。 

7.6  讨论与拓展 

事实上，相位和振幅的异常在调制结构中的分布可以是无序的[250, 261]或者呈现

出周期性结构（本研究中的情况），这取决于体系能量竞争的结果。而相位和振幅

的调制本质上是对相位空间和振幅空间的描述和定义。基于系统的实验观察和测

量分析、DFT 计算结果和模拟计算结果，我们实际上给出了利用二次调制波调节

相位和振幅空间的范例。进一步延伸考虑公式（7-16），可以将其抽象化为一个概

念：可以引入一个波矢 q（例如 q2）到相位和振幅空间，即有 u=u1[q1,A1(q2),φ1(q2)]，
而不仅仅将波矢 q 作为单独一个傅里叶项（u=u1(q1)+u2(q2)）。这种观念可以很自

然地拓展到多重 q 矢量的情况中：每个傅里叶项都可以独立地被一个二次调制波

矢（qsj）调控，进而改变相位和振幅空间，于是有： 

 [ , ( ), ( )]j j
i i i i

i, j
s su u q A q q= φ  （7-18） 

在这样的框架下，相位和振幅空间被赋予了额外的自由度。这种包含对相位和振幅

空间描述的调制结构的表达也是一种更为普适的序参量形式，可以广泛地用于对

众多的有序结构的描述中，尤其是存在调制结构异常时，这种表达显得尤为有效和

准确[250, 261, 276, 277, 287, 288]。 

7.7  本章小结 

本章中，我们系统探究了空穴掺杂对电荷有序材料 LuFe2O4 的晶格、电荷和电

子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发现并利用电子显微学手段深入研究了一种新型的晶格和

电荷调制结构，即二次调制结构。通过对相位空间和振幅空间的更精确的描述，我

们定义了一种更为普适的调制结构序参量。 
实验方面，初步的电子衍射分析表明 LuFe2O4+δ体系中存在沿着 g1 = [027]*方

向和 *[017]=2g 方向两套新的卫星峰，表明一种新的有序结构。进一步地，借助于

对正空间原子分辨的 HAADF-STEM 图像的定量分析，获得了周期性原子位移大

(003,1,1)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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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和方向的分布。基于对倒空间中电子衍射花样和正空间中原子的周期性位移的

系统表征和定量分析，我们发现这种有序结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二维调制结构的

新型调制结构，表现为主要调制结构和二次调制结构的相互纠缠和耦合：主要调制

结构的相位和振幅空间受到二次调制结构的调控，并可以通过引入二次调制波矢

qs 进行准确描述。进一步地，原子分辨的 STEM-EELS 实验结果揭示了 LuFe2O4+δ

体系中新型的电荷密度分布：电荷分布表现为周期性调制并出现周期性的不连续，

这与结构调制对应。借由晶格-电荷的耦合作用，电荷分布的周期性不连续成为二

次结构调制产生的原因。 
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我们获得了间隙氧原子的 稳定位置，并基于此构建了

合理的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结构模型：间隙氧原子作为局部晶格畸变和电荷异常的

起源，担任孤立子的角色，贡献主要调制结构中相位和振幅的异常行为，进而产生

二次调制结构。 
通过综合分析二次调制结构的实验结果和理论计算结果，我们提炼了二次调

制结构的函数表达模型，基于此对倒空间和正空间的特征进行了系统模拟，并与传

统调制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对比（汇总在图 7.11 中）。这种二次调制结构模型中增

加了相位和振幅空间的自由度，完善了对相位和振幅空间的表达。因此，这种新型

的调制结构函数表达本质上是一种更加完善、更为普适的调制结构序参量，能够很

好地适用于存在调制结构异常或缺陷的情况。这为众多的有序结构的精确描述，以

及理解内部多种序参量之间的交互耦合作用提供了可能。 

 

图7.11  二次调制结构与传统二维调制结构的对比：倒空间、实空间和序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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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围绕多铁材料研究的关键问题，充分发挥电子显微学研究手段的优势

和特长，从显微结构、性能调控和耦合机制三个主要方面入手，从介观尺度到原子

尺度逐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六方锰氧化物和铁氧化物单相多铁材料。本论文研究

工作的脉络结构可以用下图表达。 

 

在显微结构方面。我们系统探究了六方锰氧化物 h-YMnO3 和六方铁氧化物 h-
(Lu0.5,Sc0.5)FeO3 单晶体系中特殊而有趣的拓扑涡旋畴结构。在 h-YMnO3 体系中，

基于一系列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研究，我们对其涡旋畴中可能存在的畴壁类型进

行了细致地分类并给出了原子级别的图像。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点关注了在传统铁

电体中为高能态而在 h-YMnO3 中能够稳定存在的带电畴壁的性质和行为。实验发

现，h-YMnO3 中的带电畴壁在电子束作用下表现出活跃的运动，并能够带动铁电

畴发生可逆反转。这使得我们能够利用非接触手段—电子束实现对涡旋畴的可逆

调控。我们同时探究了位错和拓扑保护行为对这种可逆涡旋畴反转的影响。这部分

研究内容对 h-YMnO3 在存储器件中的可能应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考虑到拓

扑保护涡旋畴结构的复杂性和电子束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电子束对涡旋畴

调控作用的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入的理论探究。在 h-(Lu0.5,Sc0.5)FeO3 体系中，我们通

过系统的电子显微学研究（包括 SAED、衍射衬度成像、原子分辨的 EDXS、STEM-
EELS 等），给出了体系显微结构、涡旋畴结构和化学组成等方面的信息。贯穿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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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内容的一条主线是 Sc 离子对稳定体系六方相的作用及其对涡旋畴结构的

贡献。因此，我们详细解析了涡旋畴结构并重点关注了 Sc 离子在涡旋畴结构中的

分布：在原子级别定量分析了涡旋畴核心和畴壁处的显微结构，揭示了极化位移在

铁电畴壁处的过渡情况以及畴核心处极化位移明显降低的顺电状态；Sc 离子引起

的材料电子结构的变化而非 Sc 离子的分布（Sc 离子在涡旋畴结构中均匀分布）主

导着涡旋畴结构的形成。h-(Lu0.5,Sc0.5)FeO3 体系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研

究者们关心的问题，但由于该体系包含丰富的物理性质和复杂的交互作用，尤其是

考虑到掺杂体系固有的复杂性（尤其是在理论计算方面），完全回答该体系中大量

有趣的科学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的投入。这部分工作只是 h-
(Lu0.5,Sc0.5)FeO3 体系研究的一个起点。 

在性能调控方面。我们从铁电性和反铁磁性两个角度出发，重点关注了缺陷态

（氧空位）对 h-YMnO3 的调控作用。在铁电性调控方面，我们探究了面内氧空位

对 h-YMnO3 单晶几何铁电性的影响。球差校正 TEM 和 STEM 的实验结果发现，

面内氧空位能够引起 h-YMnO3 局域的晶体结构和电子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几何

铁电极化位移的降低。通过理论计算，我们解析了八种包含面内氧空位的缺陷结构

以及其中 Y 离子极化位移的变化情况，对比分析了缺陷结构和完美单胞之间的电

子态密度差异，证明了面内氧空位能够降低 4d-OP 2p 杂化强度进而引发 Y 离子极

化位移的改变。结合实验观察和理论计算，我们阐明了 Y 4d-OP 2p 轨道杂化影响

几何铁电性的作用机制。在反铁磁性能调控方面，前期的研究工作证明了氧空位能

够改变 h-YMnO3 低能量的磁构型，这启发我们利用应力工程实现 h-YMnO3 中不

同位点的氧空位，进而调控 h-YMnO3 薄膜磁构型并实现丰富的磁性质。我们基于

激光脉冲沉积的薄膜生长方式，通过控制氧气分压等薄膜生长条件，在 h-YMnO3

（薄膜）/c-Al2O3（基底）外延异质结薄膜体系中实现了受压应力畴-界面区域-受

张应力畴周期性排列的自组装结构。利用双束暗场像、球差校正的 STEM 等显微

学手段，我们对薄膜的显微结构和应力状态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基于系统的磁性表

征揭示了 h-YMnO3/c-Al2O3 薄膜中铁磁相在反铁磁相中镶嵌的特殊磁性状态。基于

系统的实验探究，我们不仅展示了在 h-YMnO3 薄膜中实现丰富磁性质的可行性，

而且构建了 h-YMnO3 薄膜应力状态与磁性状态的对应关系。丰富的磁性质和同时

存在的铁电极化为不同序参量之间的耦合提供了机会。综合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内

容，基于氧空位对铁电极化和（反）铁磁性能的调控作用，我们提出将氧空位看作

多铁材料（例如 h-YMnO3）铁电性与（反）铁磁性耦合的桥梁和一种原子级别调

控手段的观点。因此，以上性能调控的工作虽然基于一种特定的材料，但研究思路

可以拓展应用到其它相关的多铁材料或强关联体系中，用于理解缺陷诱导的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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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现象以及利用缺陷实现新的材料功能。 
在耦合机制方面。我们以一种典型的、空穴掺杂的室温电荷有序材料（电子铁

电体）—LuFe2O4+δ体系为载体，系统探究了其中空穴与材料序参量之间以及序参

量内部之间的交互作用方式，以期窥探序参量耦合机制的零光片羽。通过对空穴掺

杂的 LuFe2O4+δ体系的晶格、电荷和电子结构等方面系统的电子显微学实验、理论

和模拟探究，我们发现并深入研究了一种新型的晶格-电荷调制结构，即晶格-电荷

二次调制结构。基于对倒空间中电子衍射花样和正空间中原子的周期性位移的定

量分析，我们发现晶格二次调制结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二维调制结构的新型调制

结构，表现为主要调制结构和二次调制结构的相互纠缠和耦合：主要调制结构的相

位和振幅空间受到二次调制结构的调控，并可以通过引入二次调制波矢 qs 进行准

确描述。原子分辨的 STEM-EELS 实验结果揭示了 LuFe2O4+δ体系中新型的电荷密

度调制方式，其借由晶格-电荷的耦合作用作为晶格二次调制结构产生的原因。基

于理论计算的结果，我们解析了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结构的来源，明确了 Oi 对

LuFe2O4+δ体系的调控作用：作为孤立子，在晶格和电荷调制中引入异常和不连续。

综合分析晶格-电荷二次调制结构的实验观测和理论计算结果，我们提炼了晶格-

电荷二次调制结构的数学表达，并基于此对其倒空间和正空间的特征进行了细致

的模拟分析，同时与传统调制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对比。新型的晶格-电荷二次调制

结构模型完善了对调制结构相位和振幅空间的描述，其本质上是一种更加完善、更

为普适的调制结构序参量，能够广泛地应用于丰富的有序材料中。这为众多的有序

结构的精确描述，以及理解内部多种序参量之间的交互耦合作用提供了可能。 
本论文的研究工作聚焦在六方锰氧化物和铁氧化物单相多铁材料，在一定程

度上给出了其中铁电性（如畴结构和几何铁电性调控）、（反）铁磁性和耦合机制

等方面的信息，对多铁材料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点微不足道贡献。这两种材

料体系中还有丰富的科学问题等待解决：如铁磁性转变温度的提升、磁电耦合系数

的提高、非平衡态动力学问题等等，同时与实际应用之间还有不小的障碍需要被跨

越。因此，该论文的研究工作只是起点，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将继续以这些

体系为平台，进一步深入探究其中新奇的物理现象和改善材料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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