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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扎膜工艺和固相反应法制备了(Pb0.70Ba0.26Sr0.04)(Zr0.52 Ti0.48)O3（PBSZT）压电陶瓷。通过扫描电镜和 X 射线衍射表征 PBSZT 陶瓷的结构
和物相组成，用电容介损测试仪表征压电陶瓷的介质性能与激励场强，通过自建电路集成直流电源、标准电容，在低频频率特性测试仪上得到偏场强
度对压电陶瓷介电性能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压电陶瓷材料的介电性能随着加载的电场强度的增大先逐渐升高，而后出现拐点开始降低；在偏压电
场中，自由电容 CT 随正向偏场强度的增加逐渐减小，但随着反向偏场强度的增加逐渐增大。tan δ 则随着正、反偏场强度的增加均呈现上升；压电
陶瓷的机电耦合系数与偏场强度的关系，以零点为界，随着负偏场增强，Kp 略显下降，反之，随正偏场增强，Kp 缓慢增大。因此，压电陶瓷应用时
应避开强场损耗高点；并在环境中施加正向偏场，有助于抑制压电陶瓷性能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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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CENTIVE MODE ON CHARACTERISTICS OF PBSZT PIEZO CER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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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b0.70Ba0.26Sr0.04)(Zr0.52 Ti0.48)O3（PBSZT）piezo ceramics were prepared by the roll formation and solid-state reaction
process. The microstructure and phase compositions of the ceramics were investigat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X-ray
diffract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electric properties (CT, tanδ) and electric field strength，electromechanical coupling
coefficient and bias field strength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T and tanδ increases gradually then reduces
dramatically with enhancing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In the bias field, the CT decreases with enhancing the positive bias field strength,
while increases with enhancing the negative bias field strength, and tanδ rises both in the positive bias field and the negative bias field,
the Kp increases with enhancing the positive bias field strength while varies to same trend with reducing the negative bias field
strength. The conclusions instruct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avoid the high loss point, and it is good for restraining attenuation of the piezo
capability while providing a positive bias field on piezo ceramics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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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陶瓷作为一种新型功能材料，已被广泛应
用于电子产品的制造和实验室研究。压电陶瓷应用
繁多，其工作原理可以简单归结为压电陶瓷的压电
效应、逆压电效应。压电效应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能
量采集方面，逆压电效应的应用较广，包括用于超
声清洗的压电超声换能片、用于纺织业控制针头提
花的压电弯曲致动器、用于精细控制测量位移的压
电陶瓷驱动器等等。应用方向和领域不同，对压电
陶瓷本身性能的侧重要求也截然不同，譬如，针对
压电陶瓷工作发热情况，对于纺织用弯曲致动系列，
需要考虑 250 V/mm 下的介质损耗，而对于触控用
压电陶瓷叠层执行器来说，需要考虑 1 000 V/mm 下
的强场损耗。这两种条件下的介质损耗反映在介质
损耗与电场强度的关系上，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因此，研究不同激励方式对压电陶瓷电性能的影响，
对于压电陶瓷的应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Yu 等[1]研
究了 Ba(Ti0.7Zr0.3)O3 在电场下的介电特性，结果表
明，在激励电场下，Ba(Ti0.7Zr0.3)O3 介电性能与电场
强度之间呈现非线性变化。Sawyer[2] 、伍建新等 [3]
探索了压电陶瓷晶体在受到电场的激励和自由状态
下的体积变化，进而比较了两种状态下的介电常数，
结果表明，场强束缚对压电晶体的介电常数影响明
显。Yang 等[4]研究了偏场下 PZT 的介电特性和压电
特性，并发现，偏场的存在的确对 PZT 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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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畴结构存在影响，且能有规律影响 Kp、
ε r 等的变化。Wang 等[5]研究了偏场对压电
陶瓷的参数性能的影响，发现在偏场下，压
电陶瓷的机电耦合系数与介电常数随着偏
场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并给出实际应用中应
该注意的建议。本项目主要研究激励场强对
压电陶瓷介电性能的影响和偏场强度对压
电陶瓷机电耦合特性的影响。

图 1 为 PBSZT 陶瓷的断裂截面形貌。
由图可以看出：陶瓷的晶粒之间结合紧密，
陶瓷呈现晶间断裂，且结构中的气孔等缺陷
较少。
图 2 为 PBSZT 的 XRD 谱。
对比 Hwang
[6]
等 表征的 PZT 结构可以发现，样品为单一
的钙钛矿相。试验样品经过正常降温处理，
从 2θ 位于 43°～46°对应的衍射峰形貌[7]来
看，PBSZT 样品具有三方相结构，也表明陶
瓷未受到温度突变，内部无明显热应力。

1 实验
1.1 样品制备
根
据
化
学
组
成
(Pb0.70Ba0.26Sr0.04)(Zr0.52Ti0.48) O3(PBSZT) 将
称量好的纯度≥99.9%(质量分数)的 Pb3O4、
BaCO3、SrCO3、ZrO2 和 TiO2 粉体经 4～6 h
振动磨混合后，放入马弗炉中于 1 090 ℃预
烧 3 h。再将预烧料粉碎、磨细至 D50 = 0.77
μm 之后，与聚乙烯醇(PVA)混合，然后采用
轧膜工艺制成圆片状(ϕ7.2 mm ×0.66 mm)生
坯，然后在 1 290 ℃保温 120 min 烧成。烧
成的瓷片表面被银电极，常温 950 V 空气点
极化 1 min。
1.2 结构与性能表征
用 JSM–6309 LV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观察陶瓷样品的形貌。用日本理学
D/max–rA 型 X 射线衍射仪(XRD)分析样品
的物相组成，Cu Kα1 辐射，石墨单色器，管
电流为 100 mA，管电压为 50 kV；扫描速率
为 8(°)/min，步宽为 0.01(°)/min。用高精密
电容介损测试仪（KMSB-30 型）测试样品
在不同电场强度下的自由电容(CT)和介电损
耗(tan δ)。通过自建电路集成直流电源和标
准电容，在 NW1232 型低频频率特性测试仪
上得到偏场强度对压电陶瓷机电耦合系数
(Kp)的影响关系。

图 1 PBSZT 陶瓷断面的 SEM 照片
Fig.1 SEM photographs of cross section
morphology of PBSZT ceramics

2 结果与讨论
2.1 PBSZT 陶瓷的形貌与结构

图 2 PBSZT 陶瓷的 XRD 谱
Fig.2 XRD pattern of PBSZT ceramics

2.2

PBSZT 陶瓷在激励电场下的介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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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 PBSZT 陶瓷介电性能与电场强
度的关系。由图可以看出，PBSZT 陶瓷的自
由电容(CT)、 介电损耗(tan δ)随着电场强度
的增加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 且均在
同一点发生激增，而后缓慢下降。

图 4 PBSZT 陶瓷的介电性能与偏场强度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PBSZT ceramics and bias field strength

图 3 PBSZT 陶瓷介电性能与电场强度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PBSZT and electric strength

通常压电陶瓷的 CT 变化伴随着极化，极
化过程会使得压电性能（d33）与 CT 同步增
加，而样品经激励电场测试后，PBSZT 陶瓷
的 d33 由测试前的 460 pC/N 下降到 280
pC/N。而压电特性由畴结构转向数量决定，
经过强场作用导致部分电畴发生回转，根据
介电常数关系：
ε=ε0(1+α)
式中：ε 为压电陶瓷的介电常数；ε0 为真空
介电常数；α 为压电陶瓷的极化率。则电畴
回转导致 α 降低，同时 d33 与 CT 随之下降。
若 CT 不再增加，则充电造成的电流减小；α
降低，则介质极化导致的电流减少。多方面
的作用，使得 tan δ 的下降速率大于 CT。这
种变化趋势与 Liu 等[8]研究的电场下的压电
系数变化以及畴转行为一致。
2.3 PBSZT 陶瓷在偏场下的介电性能
图 4 为 PBSZT 陶瓷的介电性能与偏场
强度的关系。由图可以看出，在正向偏场中，
PBSZT 陶瓷的自由电容(CT)随着偏场强度
的增加逐渐降低，而在反向偏场中，随着偏
场强度的增加逐渐升高。在正、反偏场中，
介电损耗(tan δ)均随着偏场强度的增加呈现
上升趋势。

在压电陶瓷上施加偏场，类似将压电陶
瓷置于极化状态，压电陶瓷晶体结构发生相
应变化，当有正向偏场存在时，极化方向表
现为被拉伸。微观上，陶瓷的厚度增加，压
电陶瓷电容器的 CT 减小，反之，在反向偏
场中，厚度方向表现为被压缩， CT 增大。
压电陶瓷拉伸比压缩的自由空间大，因此，
图示中 CT 的减小速率更大。
压电陶瓷介电损耗在结构稳定时最小，
因此，当有外部条件使其结构发生畸变时，
介质损耗因电容电流、电导损耗的增加而增
大，其变化速率与 CT 同步。图 5 为 PBSZT
陶瓷的机电耦合系数（Kp）与偏场强度的关
系。根据图 6 的电路示意图，以压电陶瓷极
化方向为参考方向，在 PBSZT 陶瓷上施加
偏压电场，结果表明，随着小信号正向电场
强度的增加，Kp 值有增加趋势，而随着小信
号反向电场强度的增加，Kp 值有下降趋势。

图 5 PBSZT 陶瓷的 Kp 与偏场强度的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Kp of PBSZT
ceramics and bias field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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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根据这一结果，在压电陶瓷工作环境中
适当施加正向偏场，有助于抑制压电陶瓷性
能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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