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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界对 GdBCO 超导块材磁悬浮力的影响
张春艳，杨万民*
（陕西师范大学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西安

710119）

摘要：根据单畴 REBCO（其中，RE 为稀土元素，即 Y、Gd、Sm、Nd 等）超导块材具有 5 个亚畴区的特征，
采用 Auto CAD 软件，在籽晶晶向、间距、夹角相同的情况下，模拟出了单籽晶和多籽晶（n=1，2，3，4）
REBCO 超导块材各个畴区的晶体形貌及晶界变化规律。采用 Gd+011 顶部籽晶熔渗生长（top-seeded infiltration
and grouth，TSIG）技术，成功制备出一组直径 30 mm、籽晶数不同的 GdBCO 超导块材。根据 Auto CAD 绘
制的关于多籽晶样品晶界变化图，推测样品的磁悬浮力大小与样品的晶界和亚畴界有关，样品的晶界和亚畴
界越多，感应环流越不易通过，样品的超导性能就越差。通过对样品的微观结构和临界电流密度进行深入研
究、分析，并结合样品磁悬浮力的测试结果，发现实测结果与本文推测结果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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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rain boundary on levitation forces of GdBCO
superconducting bulks
ZHANG Chunyan, YANG Wa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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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eature of five secondary domains of the single domain REBCO superconducting
bulks (RE=Y, Gd, Sm, Nd, et al.), the crystal morphology and grain boundary change rule of the single
seed crystal and multi-seed crystal (n=1, 2, 3, 4) REBCO superconducting bulks are simulated in each
domain by using Auto CAD softwar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ame seed orientation, seed distance and seed
angle. By Gd+011 top-seed infiltration and growth technique, a group of GdBCO superconducting bulks of
30 mm in diameter with different numbers of seeds (n=1, 2, 3, 4) have been fabricated successfully. Based
on grain boundary variation chart of multi-seed crystal samples drew by Auto CAD, we speculate that the
grain and domain boundary will impact the levitation force of GdBCO superconducting bulks. Experimen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ore available grain boundary is, the worse critical current of superconducting
properties is. The sample’s microstructure, critical current density and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magnetic
levitation force are found in exact accordance with our projections after an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Key words: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multi-seed crystal; GdBCO bulks; critical current density;
microstructure; levitation force

0

引言
自 1986 年高温超导（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HTS）材料发现至今，世界各国科研工作

者对它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并在超导材料的制备技术、物理性能及应用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1~3]。在
REBCO 超 导 块 材 制 备 方 面 ， 有 两 种 常 用 的 方 法 ： 一 种 是 顶 部 籽 晶 熔 融 织 构 生 长 （ top-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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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t-texture-growth，TSMTG）法[4~6]；另一种是 TSIG 法[7~9]，采用这两种方法均可制备出具有较高临界
电流密度和较大磁悬浮力的超导块材。但对 TSMTG 法和传统的 TSIG 法而言，在制备 REBCO 超导块材
的过程中，前期准备工作比较复杂，实验步骤多，制备周期较长。为解决这些问题，本实验室在传统 TSIG 法
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新 Gd+011 TSIG 法[10~12]，该方法仅需要制备一种先驱粉体 BaCuO2 (011)，从而可
以大大简化实验步骤、缩短制备周期、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制备单畴 REBCO 超导块材的成本。
由于 REBCO 超导晶体生长速率低，故采用单籽晶制备样品的时间长，特别是在制备大尺寸 REBCO
超导块材时，不仅需要花费更长时间，而且容易出现随机成核现象，导致样品磁悬浮力捕获磁通和临界
电流密度等性能的下降。为解决这些问题，科学家们尝试焊接、大籽晶、多籽晶等方法，如焊接块材的
临界电流往往有所降低，超导性能降低[13]。应用尺寸约为 15 mm×15 mm 的大籽晶引导生长大尺寸超导
块材，能有效缩短生长时间，提高磁悬浮性能，但该方法的性能并不是特别理想[14]。其中，多籽晶生长
超导块材的方法简单易行，而且可以很好地解决以上问题。多籽晶法已受到国内外科研工作者的青睐，
上海交通大学姚忻带领的团队[15~16]用薄膜籽晶高度定向控制 a/b 方向和 a-b 面生长超导块材，改变籽晶
夹角，当籽晶(110)/(110)放置时，晶界处没有大量的剩余杂质，从而提高了样品性能；上海大学曹越小
组 [17] 通过添加 Y2BaCuO5 过渡层的方法生长单磁畴超导块，消除多籽晶晶界的影响；英国剑桥大学
CARDWELL 小组[18]利用桥状籽晶法，可以准确控制各畴区之间的晶界角度，消除晶界对临界电流的影
响；日本 MURAKAMI 小组[19]用多籽晶方法生长出大的 Y-Ba-Cu-O 超导块材。因此，本文将对样品晶界
及亚畴界与多籽晶样品超导性能的关系展开研究，并通过晶体形貌分析样品的磁悬浮力与晶界和亚畴界
的关系。

1

单籽晶与多籽晶 GdBCO 超导块材的晶态形貌分析
单畴 REBCO 超导块材是定向生长的、具有高度各向异性和良好织构的晶体，其晶体形貌如图 1 所

示。图 1a 和图 1b 分别为四个 a-b 面生长区域及一个轴生长区域，图 1c 为样品内部生长示意图。

图 1 单畴 REBCO 晶体的生长形貌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for the growth of single domain REBCO crystal
a—四个 a-b 面生长区域；b—轴生长区域；c—样品内部生长图
a-Growth area of four a-b faces; b-Growth area of single axis; c-Growth chart of sample internal

由图 1 可知，单畴 REBCO 晶体以籽晶为中心，沿 5 个方向生长，分别为±a(100)、±b(010)和 c(001)轴
方向。由于 RE123 晶体为四方相结构，a、b 方向的晶格参数及生长速率相同，故统称为 a-b 面方向。在
5 个生长方向上，籽晶最终引导生长 5 个生长亚畴区（growth sector，GS），分别为 4 个 a 生长亚畴区（a-GS）
和 1 个 c 生长亚畴区（c-GS）。相邻亚畴区之间有明显的边界，称为亚畴区界（growth sector boundary，
GSB）。样品的上表面有清晰的“十”字生长花纹，是单畴块材的重要特征。通过对晶体形貌的分析发现，
a 生长亚畴区（a-GS）和 c 生长亚畴区（c-GS）的体积分数与样品的厚度 h 密切相关[20~22]。为分析单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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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和多籽晶 GdBCO 超导块材晶态形貌及其对超导性能的影响，根据图 1 所示的单畴 REBCO 晶体的特
征，采用 Auto CAD 软件，在籽晶晶向、间距、夹角都相同的情况下，绘制出单籽晶和多籽晶 GdBCO
超导块材各个畴区的晶体形貌，如图 2 所示。图 2a～图 2d 为 GdBCO 超导块材的顶部生长形貌图，图 2e～
图 2h 为样品内部生长形貌图。

注：a、e 为样品 S1；b、f 为样品 S2；c、g 为样品 S3；d、h 为样品 S4

Fig. 2

图 2 不同籽晶数目（n=1，2，3，4）的 GdBCO 超导样品生长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s for the growth of GdBCO superconducting bulks with different numbers of seeds (n=1, 2, 3, 4)

根据公式 cos θ =

2 Ra
（θ 为 GdBCO 晶体 a-b 面与样品 c 轴线的夹角，该晶体沿(100)、(110)、(001)
Rc

晶面的生长速率分别为 Ra、Rb、Rc，且 Rc>Ra）[23~24]，在晶体生长过程中，高温晶体生长炉内径向的温
度梯度分布均匀，则不同样品的 Ra 相同，同一个炉子在相同垂向温度梯度生长的样品 θ 角大小相同[25]。
随籽晶数增加，样品表面长满所需时间越短，亚畴区生长深度 h 越浅（h1＞h2＞h3＞h4），纯 c 轴（单磁
畴）的体积分数越大，因而磁悬浮力增大。
通过对单籽晶和多籽晶 GdBCO 超导块材晶体形貌的分析发现，在样品厚度确定的情况下，随着籽晶
个数的增加，样品畴数亦不断增加；样品的 a 生长亚畴区（a-GS）则以 4 倍籽晶的速率增加，但 a 生长亚
畴区（a-GS）的厚度越来越小，而纯 c 生长亚畴区（c-GS）的厚度越来越大，体积分数也越大。磁悬浮力
大小与样品籽晶个数、厚度有关。当样品较薄时，籽晶数越多，亚畴数目越多，导致样品的亚畴界、晶界
均增多，阻碍感应电流通过。因此，虽然纯 c 轴较大，但样品太薄，纯 c 轴无法抵消多畴区对样品性能的
影响，磁悬浮力随籽晶个数的增加而减小。当样品较厚时，样品磁悬浮力则随籽晶个数的增加逐渐增大。

2

实验

2.1

临界电流密度
通过观察 Auto CAD 软件所绘制的样品宏观形貌可知，随着籽晶数目的增加，样品的亚畴界和晶界

也随之增加。超导体的磁悬浮力大小与超导体的感应电流成正比，感应电流由表面电流和体内电流两部
分构成，当磁体靠近样品时，样品产生感应电流，那么样品的交界是否影响感应电流的通过从而影响样
品的性能？为解决这一疑惑，设计如下实验。从双籽晶样品上切下 4 个小块，所取样品的具体位置如图 3
内插图所示。样品放在 77 K 液氮 温 度 下 ， 测 试 时 外 加 磁 场 范 围 −5 ～ 5 T ， 通 过 振 动 样 品 磁 强计
（vibrating-sample-magnetometer，VSM）测得磁滞回线，依据 Bean 模型，计算出样品的临界电流密度 Jc（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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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品在磁场中的无阻载流能力）
，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以看出，临界电流密度曲线除了在外加磁
场强度 H=0 时存在峰值外，还存在第二个峰被称为“峰
值效应”
（也称“鱼尾效应”），曲线 a、b 峰值效应明显，
曲线 c 有微弱的峰值效应，而曲线 d 没有第二个峰。曲
线 c 的第二个峰突然降低，表明样品 c 处的无阻载流能
力较样品 a、b 处差很多。由内插图可以看出，感应环流
要经过样品 c 处，就要经过 3 个亚畴界和 1 个晶界。样
品 d 处无阻载流能力最差，因为感应环流要经过样品 d
位置，需经过 2 个晶界。因而可以得出结论：亚畴界和
晶界数越多，无阻载流能力越差。因此，样品在充磁时
产生的感应环形电流不能顺利通过亚畴界和晶界，造成
载流能力下降，从而影响样品的超导性能。
2.2

显微组织形貌

图3

双籽晶 GdBCO 超导样品不同位置处的临界
电流密度

Fig. 3

前面分析了临界电流密度的变化是受样品亚畴界和

Jc of the specimens cut from the two-seed
GdBCO sample

晶界的影响，为做进一步说明，实验观察了样品的显微组织形貌。将测完磁滞回线的样品，放在扫描电
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下观察，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双籽晶 GdBCO 超导样品不同位置处的显微组织形貌

Microstructure photos of the specimens cut from the two-seed GdBCO sample

图 4 中样品上白色线框为取样位置，图 4a～图 4d 为样品的局部微观形貌，用黑色虚线标出样品的
亚畴界和晶界。图 4a 为亚畴界是同一个籽晶生长的两个扇区的交界，两个扇区以一定的夹角外延生长，
最终在两区域交界处形成一道亚畴界。图 4b 为不同籽晶诱导生长的两个扇区，两扇区相对生长，最终在
交界处形成晶界。图 4c 中同时包含亚畴界和晶界两部分。图 4d 中样品生长方向一致，没有晶界。晶界
是两个籽晶诱导样品平行生长产生的，晶界处的组分是钡缺失的熔体，很难形成 Gd123，且残留熔体较
大、晶界宽度较宽，晶界上原子排列较晶粒内疏松且混乱[26]，由微观形貌图可以明显看出晶界比亚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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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宽，因而亚畴界对样品临界电流密度影响较晶界小。通过对样品微观形貌的分析，证明了临界电流密
度的变化规律。
2.3

磁悬浮力测试结果与分析
为证明晶界和亚畴界是影响样品超导性能的原因，

以上对样品的临界电流及微观结构都做了研究，发现晶
界和亚畴界的确降低了样品的超导性能，这一推断已经
从微观结构中得以证实。那么，接下来将从宏观性能来
验证说明，在 77 K 零场冷轴对称条件下，用直径 30 mm、
表面磁场为 0.5 T 的永磁体，通过改变磁铁与样品表面的
距离，对单籽晶和多籽晶样品进行磁悬浮力测试，结果
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知，随着籽晶数目的增加，样品的磁悬浮
力逐渐减小，如当籽晶个数从 1 增加到 4 时，样品的磁
悬浮力从 79 N 逐渐下降为 71，62，56 N，由内插图可以
更清楚地发现其变化规律。

图5

受晶界影响而引起的宏观形貌（如表面磁感应环流

不同籽晶数的 GdBCO 超导块材的磁悬浮力曲线

Fig. 5 Levitation forces curves of GdBCO
superconducting bulks with different numbers of seeds

半径）的变化：一般来说，超导体的感应电流由表面电
流和体内电流两部分构成，当磁体靠近样品时，样品产生感应环流。晶界阻碍了感应环流在表面的传输，
减小了表面电流；同时阻碍了感应环流沿纵向传输，影响超导面的连接，从而减小了体内电流[27]。单籽
晶样品的磁悬浮力与其周长成正比，因此可以根据磁悬浮力与周长的关系做进一步计算，单籽晶样品生
长得比较均匀，因此周长可以直接用半径计算，而多籽晶样品并不是均匀的单磁畴，而是多磁畴，受晶
界影响，晶界处感应环流只有部分能通过，因此多籽晶样品的磁悬浮力比完全切割的样品大 k 倍，因此
得到磁悬浮力和周长的拟合式如下：

F =k

ρ0
F ，
ρ 0

（1）

其中，k 为正比例系数； ρ0 为最短的、没有晶界长度的单籽晶边界周长； ρ 为多籽晶边界周长，大小由
单籽晶边界周长加上 2 倍晶界长度得到。 ρ0 = 2πR0 ， ρ = 2πR0 + 2 L ， F0 = 79 N ， R0 = 16 mm ，样品 S2、

S3、S4 的晶界周长分别为 2L=63.3，100.5，129.7 mm. 因此，多籽晶磁悬浮力公式为
F =k

2πR0
F0 ，
2πR0 + 2 L

（ 2）

R0
F0 .
R

（ 3）

F =k

通过式（2）可以计算出磁悬浮力随晶界长度的变化，根据多籽晶样品边界周长重新计算出多籽晶样
品的有效半径 R =

ρ
2π

. 通过式（3）可以计算出磁悬浮力随有效半径的变化，式（3）为 y =

k
的形式，
xp

下面将对式（3）进行修正拟合，从而将实验结果与拟合结果进行对比。通过初步计算得出比例系数 k 为

1.046. 晶界的出现使样品性能下降，晶界处的磁悬浮力可以用单畴样品的力补偿，多籽晶样品磁悬浮力
的补偿量要通过周长变化进行计算，首先算出

R
的平均值为 1.97，通过比较笔者切割样品的实验结果得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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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R⎞
到 ⎜ ⎟ = 1.31 ，与本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得出 p 值为 0.4. 拟合的多籽晶磁悬浮力公式为
⎝ R0 ⎠
F=

1.046
⎛ R0 ⎞
⎜ ⎟
⎝ R⎠

0.4

F0 .

（ 4）

通过实验结果可以得出，随晶界的增加，样品的有效半径增大。根据力的计算结果可以估算出任意
多籽晶样品的磁悬浮力。
测试和计算的结果均表明，较薄的样品约 7.5 mm，随着籽晶个数的增加，样品的磁悬浮力逐渐减小，
与图 2 模拟分析的结果一致，也与前面微观性能分析结果相符。

3

结论
研究给出了亚畴界、晶界和磁悬浮力的关系。当样品较薄时，籽晶数目越多，样品的晶界和亚畴界

越多，感应环流越不易通过，样品的超导性能就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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