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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2 添加量对 Zn0.8Mg0.2ZrNb2O8 微波介质陶瓷结构和性能的影响
宋福生，李月明，沈宗洋，洪 燕，谢志翔，廖润华
(景德镇陶瓷学院，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先进陶瓷材料重点实验室，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 要：采用传统固相合成工艺制备(1–x)Zn0.8Mg0.2ZrNb2O8-xTiO2(ZMZNT, x=0.00, 0.20, 0.40, 0.50, 0.60, 0.65, 0.70, 0.80)微波介
质陶瓷，研究了 TiO2 添加量对 Zn0.8Mg0.2ZrNb2O8 陶瓷烧结行为、相结构、微观结构以及微波介电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随着 TiO2 添加量增加，ZMZNT 陶瓷的烧结温度逐步下降。当 x=0~0.5 时，
形成了 Zn0.8Mg0.2(Zr,Ti)Nb2O8 固溶体，而当 x=0.6~0.8
时，陶瓷体系发生了复杂物相变化，微观形貌也呈现对应的变化规律。随着 TiO2 添加量的增加，ZMZNT 陶瓷相对介电常数
εr 逐渐增大，品质因数 Q×f 呈下降趋势，谐振频率温度系数 τf 呈上升趋势。当 x=0.65 时，0.35Zn0.8Mg0.2ZrNb2O8-0.65 TiO2
陶瓷在 1 170 ℃烧结 4 h，可以获得较佳的微波介电性能：εr =36.7，Q×f = 37 432 GHz，τf =7.1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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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iO2 Addition Amount on Structure and Microwave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Zn0.8Mg0.2ZrNb2O8 Ceramic
SONG Fusheng, LI Yueming, SHEN Zongyang, HONG Yan, XIE Zhixiang, LIAO Runhua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Domestic and Building Ceramics;
Jiangxi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Ceramic Materials,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China)
Abstract: (1–x)Zn0.8Mg0.2ZrNb2O8-xTiO2(ZMZNT, x=0.00, 0.20, 0.40, 0.50, 0.60, 0.65, 0.70 and 0.80) microwave dielectric ceramics
were prepared by a conventional solid-state method. Effect of TiO2 addition amount on the sintering behavior, phase structure,
microstructure and microwave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the ceramics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ntering temperature
of ZMZNT ceramics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additive amount of TiO2. The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Zn0.8Mg0.2(Zr,Ti)Nb2O8 solid solution is formed when x=0–0.5. However, the complicated phase transformation occurs and the
morphology changes when x=0.6–0.8.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εr of (1–x)Zn0.8Mg0.2ZrNb2O8-xTiO2 ceramics increases gradually with
increasing TiO2 content. The quality factor Q×f decreases while the frequency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τf increases. The optimal
microwave dielectric properties(i.e., εr=36.7, Q×f=37 432 GHz, τf=7.12×10–6/℃) of 0.35Zn0.8Mg0.2ZrNb2O8-0.65TiO2 ceramic sintered
at 1 170 ℃ for 4 h when x=0.65 can be obtained.
Key words: zinc magnesium zirconate niobate; additive amount of titanium dioxide; phase transformation; microwave dielectric
properties

在移动无线电话、卫星通讯等现代各种通信系
统中，需要广泛使用谐振器、滤波器及介质天线等

微波元器件。微波介质陶瓷是制作微波元器件的关
键材料[1–3]。用于制作微波元器件的微波介质材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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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同时满足 3 个要求：高介电常数，以满足器件的
小型化；高品质因数，以保证优良的选频特性；近
零的谐振频率温度系数，以保证器件工作的频率稳
定性[4–6]。但是，这 3 个性能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
互制约关系。拥有较高介电常数的材料，其损耗也
较高，损耗较低的材料，常伴随较低的介电常数[7]。
因此，开发和研究整体性能优异的的微波介质陶瓷
材料体系成为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
ZnZrNb2O8 陶瓷由于具有较好的微波介电性
能：εr=30, Q×f =61 000 GHz, τf =–52×10–6/℃[8]，以及
较低的烧结温度(1 200 ℃)，而备受关注。Li 等通过
固溶改性，制备了(Zn0.95M0.05)ZrNb2O8 (M=Ni、Mg、
Co、Mn)和 Mg0.5Zn0.5ZrNb2O8 陶瓷，将 ZnZrNb2O8
陶瓷的品质因数提高到了 91 077 GHz [9–10]；Tang 等
通过添加烧结助剂 BaCu(B2O5)，将 ZnZrNb2O8 陶瓷
的烧结温度降低至 950 ℃[11]。但这些研究成果只改
善了 ZnZrNb2O8 陶瓷某一方面的性能，对其整体性
能的优化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前期通过 Mg2+取代 ZnZrNb2O8 陶瓷中的 Z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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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随炉自然冷却至室温，待测试。
1.2 样品表征
用 Archimds 排水法测量烧结样品的体积密度。
用 D8 Advance 型 X 射线衍射仪分析样品的物相组
成。用 JSM-6700F 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来观察
样品的微观结构。用 INCA-350 型能谱仪测定微区
元素。用 HP8720B ( 20 MHz-20 GHz) 网络分析仪，
测定样品在微波频率下的相对介电常数 εr 以及品
质因数 Q×f。在 20~80 ℃温度范围内，采用空腔法
测量样品的谐振频率温度系数 τf，并以 20 ℃时的谐
振频率为标准频率，利用以下公式计算其 τf，计算
公式为：
f 

1
f (80)  f (20)

f (20)
(80  20)

(1)

式中：f (80)和 f (20)分别为 80 ℃和 20 ℃条件下的谐
振频率。

2 结果与讨论
2.1 物相分析

制得 Zn0.8Mg0.2ZrNb2O8 陶瓷，样品品质因数有较大

图 1 为 1 170 ℃烧结 ZMZNT 陶瓷样品的 X 射

提高，但其介电常数仍然较低，谐振频率温度系数

线衍射(XRD)谱。由图 1 可以看出，当 x=0.00～0.50

负值较大。因此，还需对其整体性能进行优化。TiO2

时，陶瓷样品中只有单斜结构的 ZnZrNb2O8 相，且

–6

具有正值较大的谐振频率温度系数(τf=400×10 /℃)

ZnZrNb2O8 晶相所对应的衍射峰逐渐向高角度偏

和较高的介电常数(εr =100)，常被用作改性剂添加到

移，衍射峰的晶面间距 d 值在减小，说明有离子半

不同微波介质陶瓷材料体系，以达到改善体系性能

径较小的离子取代原有晶格的离子。由文献[12]可

的目的。

知，Ti4+、Zr4+、Zn2+和 Nb5+的半径分别为 0.060 5、

以 Zn0.8Mg0.2ZrNb2O8 为研究对象，通过添加

0.072 0、0.075 0 和 0.064 0 nm，由固溶体的形成条

TiO2，调节 Zn0.8Mg0.2ZrNb2O8 的微波介电性能，以

件可知，Ti4+更容易取代等价态的 Zr4+形成固溶体，

得到整体性能优异的 ZMZNT 体系陶瓷，系统研究

由于 Ti4+半径小于 Zr4+半径，当 Ti4+取代原有晶格中

了 TiO2 添加量对 Zn0.8Mg0.2ZrNb2O8 陶瓷相结构、微

的 Zr4+时，便会导致晶面间距 d 值减小，从而出现

观结构、烧结性能以及微波介电性能的影响。

衍射峰逐渐向高角度偏移，因此，x=0.00～0.50 时，
体 系 中 的

1 实验

ZnZrNb2O8 相 实 际 组 成 应 为

Zn0.8Mg0.2(Zr,Ti)Nb2O8 固溶体。从图 1 还可以看出，

1.1 样品制备

当 TiO2 继续增加至 x=0.60 时，陶瓷样品中只有锰

以分析纯的 ZnO、MgO、ZrO2、Nb2O5 和 TiO2

钽矿结构的 ZnTiNb2O8 相，说明此时发生了物相变

为原料，按照 Zn0.8Mg0.2ZrNb2O8 化学计量比称料。

化。随后，x=0.65～0.80 时，不仅有锰钽矿结构的

球磨 24 h 后烘干，将干燥后的粉料在 1 000 ℃条件

ZnTiNb2O8 相，还出现了金红石相。通过对比 PDF

2 h ， 将 预 烧 后 的 粉 料 按 照

卡片可知，此金红石相组成为 Zn0.17Nb0.33Ti0.5O2。

(1–x)Zn0.8Mg0.2ZrNb2O8-xTiO2(ZMZNT, x=0.00, 0.20,

而且，在 x=0.65～0.80 时，随着 x 值的增加，金

0.40, 0.50, 0.60, 0.65, 0.70, 0.80)化学计量比配料，二

红石相衍射峰强度逐渐增强，说明金红石相含量

次球磨，再次烘干，过筛，加入质量分数为 5% 的

逐 渐 增 加 。 由 此 可 知 ， TiO2 的 加 入 会 引 起

聚乙烯醇(PVA)为黏结剂造粒，压制成直径为 13

Zn0.8Mg0.2ZrNb2O8 陶瓷结构，并发生复杂的物相

mm、厚度为 6 mm 的圆柱体，在不同温度下烧结 4

变化。

下 预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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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显微结构分析
图 2 为 ZMZNT 陶瓷在最佳烧结温度下的扫描
电子显微镜(SEM)照片以及对应区域的能谱(EDS)。
由图 2 可以看出，当 x=0～0.50 时，陶瓷样品的结
构都很致密，晶界非常清晰，晶粒尺寸比较均匀，
随着 x 的增加，晶粒尺寸逐渐变大，当 x=0.00～0.50
时，其平均晶粒尺寸分别为 4.54、4.60、6.92 和 7.21
µm。当 TiO2 量继续增加至 x=0.60 时，晶粒尺寸有
所减小，其平均晶粒尺寸减小为 6.67 µm；而在
图 1 ZMZNT 陶瓷在 1 170 ℃烧结的 XRD 谱
Fig. 1 XRD patterns of ZMZNT ceramics sintered at 1 170 ℃

(a) x=0, 1 230 ℃

(d) x=0.50,1 170 ℃

(g) x=0.70, 1 170 ℃

(i) EDS spectrum of point A in Fig.2(h)

Fig. 2

x=0.65～0.80 时，陶瓷样品的晶粒尺寸继续减小，
此时平均晶粒尺寸分别为：5.37、 3.41 和 2.79 µm，

(b) x=0.20, 1 200 ℃

(c) x=0.40, 1 200 ℃

(e) x=0.60, 1 170 ℃

(f) x=0.65, 1 170 ℃

(h) x =0.80, 1 170 ℃

(j) EDS spectrum of point B in Fig.2(h)

图 2 ZMZNT 陶瓷在最佳烧结温度时的 SEM 照片以及对应区域的 EDS 谱
SEM images and corresponding EDS spectrum of ZMZNT ceramics sintered at their optimum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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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发现有螺纹状和平板状的 2 种晶粒形貌共存，
随着 x 值的增加至 x=0.80 时，螺纹状的晶粒更加明
显，因此，选取图 2 h 图中 A、B 两点不同形貌区域
进行 EDS 元素分析，由 EDS 数据结果可知，A 点
区域螺纹状的晶粒主要由 Mg、Ti、Zn、Nb、O 元
素组成，且摩尔比(Mg+Ti+Zn+Nb):O=1:1.98，与金
红石相(Zn0.17Nb0.33Ti0.5O2)的理论组成基本一致，因
此，可以确定螺纹状晶粒对应为金红石相。B 点区
域对应的平板状晶粒主要由 Mg、Ti、Zn、Zr、Nb、
O 元素组成，其中，铌、氧元素的摩尔比为
Nb:O=2.13:8.01，可以确定该平板状晶粒为锰钽矿结
构的 ZnTiNb2O8 相，与 XRD 分析结果一致。
2.3 微波介电性能分析
图 3 为 ZMZNT (x=0、0.20、0.40、0.50, 0.60、
0.65、0.70、0.80)陶瓷的体积密度随烧结温度变化
曲线。从图 3 可以看出，各组分 ZMZNT 陶瓷的体
积密度随着烧结温度升高先增大，并在一的烧结温
度趋于饱和，随后略有下降。对于 TiO2 添加量不同
的陶瓷，体积密度达到饱和时的烧结温度不同，随
着 x 值增加，陶瓷体积密度达到饱和时的烧结温度
逐渐降低。在 x=0 时，陶瓷的烧结温度为 1 230 ℃，
x=0.20～0.50 时，陶瓷在 1 170～1 200 ℃已基本烧
结致密，密度达到最大值，而当 x=0.6～0.8 时，陶
瓷的体积密度在 1 170 ℃已达到饱和。由此可知，
随着 TiO2 含量增加，ZMZNT 体系陶瓷的烧结温度
逐渐降低，这主要是由于 TiO2 有助烧作用，从而
降低体系的烧结温度。此外，从图 3 还可以看出，
随着 TiO2 含量的增加，陶瓷的体积密度值逐渐减
小，这主要是 TiO2 的理论密度(4.26 g/cm3)小于
Zn0.8Mg0.2ZrNb2O8 的理论密度(约为 5.70 g/cm3)。

2015 年

体积密度是影响微波介质陶瓷介电性能的重要
参数。对于同组分的陶瓷，体积密度越大，样品烧
结得越致密，样品的介电常数就越大，Q×f 值越高。
因此，对于 TiO2 添加量相同的 ZMZNT 陶瓷，其介
电常数、品质因数随温度的变化规律与体积密度随
烧结温度的变化规律大体一致。
图 4 为 ZMZNT 陶瓷的介电常数随烧结温度变
化曲线。由图 4 可知，随着烧结温度升高，ZMZNT
陶瓷的介电常数 εr 逐渐增加，并在一定烧结温度下
达到最大值，随后介电常数有所下降。从图 4 还可
以看出，ZMZNT 陶瓷的介电常数 εr 随着 TiO2 添加
量的增加，呈增加趋势，当 x=0～0.80 时，在各自
的最佳烧结温度下，其介电常数分别为 27.6、30.3、
32.5、33.1、35.3、36.7、41.9、57.4。可以看出，当
x≤0.60 时，体系的介电常数增加幅度较小，当 x＞
0.60 时，陶瓷的介电常数增加幅度较大。结合图 1
可 知 ， 当 x=0 ～ 0.50 时 ， 体 系 中 主 晶 相 为
Zn0.8Mg0.2(Zr,Ti)Nb2O8 固溶体，由于 Ti4+半径(0.060 5
nm)小于 Zr4+半径(0.072 0 nm)，随着 TiO2 添加量增
加，Ti4+取代 Zr4+的位置，使得偶极矩增强，介质极
化率增大，从而导致介电常数增加。当 x=0.60 时，
体系的主晶相为锰钽矿相的 ZnTiNb2O8，根据文献
[13]报道，具有锰钽矿结构的 ZnTiNb2O8 的微波介
电性能为 εr=34.0，Qf=42 500 GHz，τf =–52×10–6/℃，
而具有单斜结构的 ZnZrNb2O8 的微波介电性能为
εr=30.0，Qf=61 000 GHz，τf =–52×10–6/℃[8]，可以看
出，锰钽矿相 ZnTiNb2O8 的介电常数大于单斜结构
的 ZnZrNb2O8 的介电常数，因此，x=0.50～0.60 时，
体系的介电常数增加的原因可以认为是物相变化所
导致的；当 x=0.65～0.80 时，体系为锰钽矿相和金
红石相两相共存，由 Lichteneker 定律[14]可知，如果
陶瓷体系中有 2 种物相共存，其介电常数 εr 可以通
过以下公式计算：

 rk  1 rk1   2 rk2

(2)

式中：εr1 和 εr2 分别为两相的介电常数；v1 和 v2 分
别为两相的体积分数。当两相并联时，k=1，串联时，
k=–1 均匀分布时，k→0。由于金红石相的介电常数
要大于锰钽矿相的介电常数，因此，根据公式 1 和
公式 2，当体系中金红石含量增加，必然导致体系
介电常数增加。
图 3 ZMZNT 陶瓷的体积密度随烧结温度变化曲线
Fig. 3 Bulk density of ZMZNT ceramics as a function of
sintering temperature

图 5 为 ZMZNT 陶瓷的品质因数 Q×f 值随 TiO2
添加量 x 变化曲线。从图 5 可以看出，不同烧结温
度条件下，ZMZNT 陶瓷的 Q×f 值随 TiO2 添加量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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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都呈下降趋势。在 1 170 ℃，当 x=0～0.80 时，
陶瓷体的 Q×f 值分别为 49 172、46 065、44 259、44
559、42 474、37 432、32 572 和 26 604 GHz。从图
5 可以看出，当 x=0～0.50 时，Q×f 值下降比较缓慢，
这主要是由于体系物相组成没有发生变化，而只是
Ti4+取代 Zr4+，形成了 Zn0.8Mg0.2(Zr,Ti)Nb2O8 固溶体，
Zn0.8Mg0.2(Zr,Ti)Nb2O8 固溶体的形成对体系的品质
因数影响不明显，故体系的品质因数 Q×f 值下降比
较缓慢。随着 TiO2 添加量的继续升高，由 XRD 分
析结果可知，当 x=0.60 时，此时已经发生了物相变
化，生成了 Q×f 值更低的 ZnTiNb2O8 相，而当
x=0.65～0.80 时，出现了 ZnTiNb2O8 相与金红石相
共存，金红石的形成，直接恶化了体系性能，从而
导致体系 Q×f 值急剧下降。

图 4 ZMZNT 陶瓷的介电常数随烧结温变化曲线
Fig. 4 Dielectric constant of ZMZNT ceramics as a function
of sintering temperature

图 5 ZMZNT 陶瓷的品质因数 Q×f 值随 TiO2 含量 x 变化曲线
Fig. 5 Quality factor Q×f of ZMZNT ceramics as a function of
x contents

图 6 为 ZMZNT 陶瓷的谐振频率温度系数 τf 随
TiO2 添加量 x 变化曲线。由图 6 可见，随 TiO2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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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x 提高，τf 呈上升趋势。在 1 170 ℃，当 x=0～0.80
时 ， ZMZNT 陶 瓷 的 τf 分 别 为 –67.33×10–6 、
–59.35×10–6 、 –59.25×10–6 、 –47.33×10–6 和
–40.76×10–6/℃，τf 提高并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
ZnZrNb2O8 与 ZnTiNb2O8 的 τf 比较接近，因此，在
x=0～0.60 时，不管是形成 Zn0.8Mg0.2(Zr,Ti)Nb2O8
固溶体，还是形成锰钽矿结构的 ZnTiNb2O8 相，体
系的 τf 变化不明显；当 x=0.65～0.80 时，ZMZNT
陶 瓷 的 τf 分 别 为 7.12×10–6 、 50.27×10–6 和
120.91×10–6/℃，ZMZNT 陶瓷的 τf 急剧上升，这主
要是由于金红石相的出现，导致了 τf 急剧上升。

图6 MZNT陶瓷的频率温度系数τf随TiO2含量x变化曲线
Fig. 6 Frequency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τf of ZMZNT
ceramics as a function of x contents

3 结论
1)
TiO2
的 添 加
， 会
对
(1–x)Zn0.8Mg0.2ZrNb2O8-xTiO2 体系陶瓷的结构与物
相组成产生较大影响，当 x=0～0.50 时，体系形成
Zn0.8Mg0.2(Zr,Ti)Nb2O8 固溶体；当 x=0.60 时，体系
发 生 物 相 变 化 ， 形 成 锰 钽 矿 相 ZnTiNb2O8 ； 当
x=0.65～0.80 时，体系中锰钽矿相与金红石相共存。
2) TiO2 的 添 加 ， 可 以 提 高
(1–x)Zn0.8Mg0.2ZrNb2O8-xTiO2 体 系 陶 瓷 的 介 电 常
数，但同时会降低体系的 Q×f 值；在 TiO2 添加量
x=0.65 时，获得 τf 近零的陶瓷组分。
3) 当 x=0.65 时 ， 即 组 分 为
0.35Zn0.8Mg0.2ZrNb2O8-0.65 TiO2 的陶瓷，在 1 170 ℃
烧结 4 h，可以获得较佳的微波介电性能：εr =36.7，
Q×f =37 432 GHz，τf =7.1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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