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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材料特性與量測方法簡介 

一、磁性材料簡介 

    物質產生磁性是因為量子效應的物理現象，在一般應用中以鐵磁性(Ferromagnetic)

材料最具重要性，在週期表上 106 個元素中僅有 Fe，Co，Ni  3 個元素及稀土族的 Gd

在室溫時具有鐵磁性之表現，而這前 3 個元素和稀土元素互相結合或與其他不具有鐵

磁性表現之元素互相結合，則可以形成各種不同特性的磁性材料。本文除將介紹一些

常用之磁性材料外，亦將介紹磁性量測中所需用的儀器之量測原理。 

 

1.1 磁矩(Magnetic moment) 

   磁學中最基本的單元為磁偶極矩(magnetic dipole)或電流。通常我們可以將磁偶極

矩想像成一個被磁化的長形物體(magnetized bar)，其由 N，S 極兩端形成一環繞磁場，

正如任一磁性體永遠成對存在的 N，S 兩極，而有著不可切割成磁單極(magnetic 

monopole)的特性。以下公式為一磁矩與電流間之關係式，磁矩方向可由右手定則決

定。 

 

                     m = A ‧ i          單位： A‧m2 

 

                         A：為如下圖所示電流 i 所包圍之封閉面積 

                            i：為如下圖所示封閉路徑上電流 

 
磁偶極矩 

 

 

當一磁偶極矩受到一外加磁場 B 作用時，其所產生的能量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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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m 
V 

E = - m‧B 

    對任一磁性物質而言，由電流產生的磁矩的最小單位為原子。原子因藉由電子的

自旋及環繞著原子核的運動而產生磁偶極矩，前述關係式中所列之 A 即為電子軌道面

積，而 i 即為電荷所帶之電流。從微觀的觀點檢視，由單一原子所產生之 m 值將極微

弱。但從巨觀的觀點檢視，磁化強度 M(magnetization)定義為在 V 體積內所有磁偶極矩

之總合，並如下所示： 

 

M  =  ———          單位：A/m 

     

    另外一般所常見的磁場 B 的大小，則分別由磁化強度 M(由物體本身磁偶極矩產生)

磁場強度 H(由外加電流所產生)所決定。 

 

B = µ0H + µ0M = µ0H + J 
 

             µ0：在真空時之導磁係數( = 1.256*10-6 H/m)                         

              J：稱為磁化(magnetic polarization or intrinsic magnetization) 

 

    依據磁矩在外加磁場作用時的不同表現可以將物體區分成下列三類物質： 

 

■ 反磁性物質(Diamagnets)：當在外加磁場作用時，物體本身所產生的微弱磁化量的

方 

                         向與外加場相反。 

 

■ 順磁性物質(Paramagnets)：當在外加磁場作用時，物體本身所產生的微弱磁化量的

方 

                         向與外加場相同。 

 

■ 鐵磁性物質(Ferromagnets)：當在外加磁場作用時，物體本身所產生極強之磁化量且 

                          方向與外加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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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反磁性(Diamagnetism) 

   反磁性物質的物理特性可以下列關係是表示： 

 

M  ∞  - H 

χ (susceptibility) = M / H 
 

一般反磁性物質的磁化係數(χ)約為 -10-5 左右，下表為常見之反磁性質的磁化係數： 

 

材料 磁化係數 

Copper 

Zinc 

Gold 

Bismuth 

Water 

-0.9 * 10-5 

-1.4 * 10-5 

-3.2 * 10-5 

-16.7 * 10-5 

-0.9 * 10-5 
 

                       表一  不同反磁性元素之磁化係數 

 

1.3 順磁性(Paramagnetism) 

    順磁性物質內的 M 是無序分佈，因此將其與一具有鐵磁性之磁石互相接近時，彼

此間只會產生微弱的吸引力，一般常見的順磁性物質為 Al 及 Pt。順磁性物質之磁化強

度與外加磁場成正比，但隨著溫度升高、熱能的增加，原子的擾動將會破壞原有磁矩

方向的一致性，因而降低磁化的強度，其關係如下所示： 

M   ∞  H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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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常見之順磁性物質的磁化係數： 

 

材料 磁化係數 

Aluminium 

Lithium 

Sodium 

Neodymium 

Palladium 

Oxygen 

2.2 * 10-5 

4.4 * 10-5 

0.6 * 10-5 

34 * 10-5 

79.7 * 10-5 

0.2 * 10-5 
 

表二  不同順磁性元素的磁化係數 

 

 

順磁性原理除了純物理現象的研究外，在實際量測上亦有實際之應用，如： 

   ◆  利用自旋共振(Electronic spin resonance)量測磁場 

   ◆  利用磁性隔熱原理(adiabatic magnetization)形成低溫環境 

 

 

1.4 鐵磁性(Ferromagnetism) 

    鐵磁性物質之特性是將其與一具磁性之磁石靠近時，彼此間會產生強烈的吸引或

排斥力。在常溫下可以表現出鐵磁特性的元素僅有鐵、鎳、鈷三種，但在低溫中卻有

其他不同的元素有鐵磁的特性，如(Gd)需在 20oC 以下，而(Tb)則需在-54oC 以下才能表

現出鐵磁性元素的特性。 

 

    在磁性特性中有所謂磁區(magnetic domain)的觀念，此一描述首先由 Weiss 所提

出，具有鐵磁性之物質根據其本身能量分佈的狀態會將同一晶體結構區分成幾個不同

註解 [T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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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域，而在此一區域中的磁偶極矩都會指向一個方向，這便是所謂磁區的現象。如

果在不同磁區的磁偶極矩都指向不同的方向，由於彼此互相抵消的結果，此一物質將

不具有磁性，亦即淨磁化強度 M 為 0。 

 

 
單晶體中各種不同的磁區結構 

 

 

    物質中之磁區各由一厚度約為數百個原子層的磁壁(domain wall)所隔開，因相鄰

兩磁區之磁偶極矩方向不同，其方向會在磁壁中作緩慢的過渡，如下圖所示： 

 

 

 
 

兩相鄰間磁區磁化方向變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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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在量測上可利用磁光克爾效應(magneto-optical Kerr effect)及磁光法拉第效應

(magneto-Farady effect)兩種方法來觀察磁區。 

 

 

1.4.1 磁化過程(Magnetization process) 

    一尚未被磁化之鐵磁物質，其各磁區之磁化量將指向任一方向。當存在一外加磁

場時，則物質之磁區不僅將逐漸變大，同時亦會指向同一方向。磁性物質磁化量的增

加起初僅呈緩慢的增加並且是一個可逆的反應，之後當外加磁場逐漸增強後，磁化現

象將呈較大幅度的變化，同時漸漸成為不可逆的反應。 

 

 

1.4.2 磁滯迴路(Hysteresis loop) 

    當一磁性物質受一逐漸增強之外加磁場 H 作用時，其磁化現象亦將隨之增強，但

當外加磁場減為 0 時，如下圖所示，其磁化曲線將不會回到原點，而仍會保持如 D 點

的狀態。此時，D 點所具有的磁場稱為該磁性物質之殘磁量(residual induction ,Br)。實

際上，若欲使該磁性物質之磁化量歸趨於零，則需外加一反向磁場以作為去磁之用，

如下圖所示，至少需外加如 E 點之反向磁場才能使 B 場為零。此時，E 點之 H 值稱為

矯頑磁力(coercivity，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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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滯曲線 

 

 

 

    在磁性物理中有兩種不同定義之矯頑磁力，其一稱為 intrinsic coercivity (HcJ)，另

一種則稱為 coercivity (HcB)，如下式所示： 

 

                   B= µ0H + µ0M = µ0H + J 
 

    當 M = 0 時，所需外加之 H 場稱為 HcJ，而當 B = 0 時，所需外加之 H 場則稱為

Hc (B = 0 時，M 並不一定為 0)。軟磁材料的磁滯曲線一般均較為相似，而硬磁材料則

有明顯的差異，尤其是稀土類磁石與鐵氧體磁石之第二象曲線有顯著的不同。 

 

 

 

1.5 反鐵磁性(antiferromagnetic)和陶鐵磁性(ferrimagnetic)物質 

    鐵磁性物質(ferromagnetic)之磁化現象如下圖左，但如下圖中及下圖右所謂之反鐵

磁性及陶鐵磁性物質亦同屬於強磁性物質之列。反鐵磁性物質為受一外加磁場作用

時，其在各磁區所感應產生之磁化強度均相等，但方向不一，由於彼此互相抵消的緣

故，所最後產之感應磁場為 0。一般最常見的逆磁性物質為鉻(Cr)、α -錳(α-Mn)、NiO

等，當其在-173oC 時會表現出逆強磁性之現象。 

 

    陶鐵磁性物質之表現與反鐵磁特性有些相似，只是各磁區之磁化強度並不相等，

故合成之磁化場不等於 0。具有此一特性之磁性材料最重要的即為目前已廣泛使用的

鐵氧體系列，在硬磁的應用中有 BaO6(Fe2O3)及 SrO6(Fe2O3)，而在軟磁的應用中則有

MO Fe2O3，其中 M 可以是 Ni、Fe、Mn、Mg 或 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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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e ferromagnet            Simple antiferromagnet           Ferrimagnet 

強磁性材料之磁化情形 

 

 

二、硬磁(Hard magnetic materials) 

 

    一般而言，硬磁均具有高 Br 及高 Hc 值之性，通常硬磁所具有的 Hc 值都大於

50,000 A/m 以上，硬磁品質的評價大致可以 Br、HcJ、HcB、(BH)max、溫度特性、抗

蝕性、易碎性和成本等各項因素來考量。 

 

 

2.1 硬磁之分類 

 

鋁鎳鈷金屬(Alnico alloys) 

    鋁鎳鈷磁石(Alluminium-nickel-iron)自 1930 年代 Mishima 發現至今已大量應用於儀

表類等工具中，鋁鎳鈷磁石最大的缺點就是其硬度不足並且十分易脆，因此，其成形

過程大都侷限於利用燒結(sintering)及鑄造(casting)等方法。鋁鎳鈷磁石之磁能積相較

於其他種類磁石雖未見突出，但由於其溫度係數較低，極適合高溫環境使用，因此仍

有廣泛的應用。 

 

鐵氧體(Ferrite) 

    鐵氧體磁石自 1950 年代發展以來，由其成本低廉，目前已成為使用最多的磁石。

鐵氧體磁石以粉末冶金的製程生產，並分成鋇系(BaO6Fe2O3)及鍶系(SrO6Fe2O3)兩類，

其最終成品是否具有異方性(anisotropic)或等方性(isotropic)的特性，則決定於製程的條

件。 

 

釤鈷磁石(Samarium - Cobalt magnets) 

    釤鈷磁石之產生是源自於 1960 年代針對 Fe、Co、Ni 等過渡及稀土元素研究發展

的結果，經過持續的實驗，最後產生了 1：5(Sm Co5)及(Sm2Co17)兩類的釤鈷磁石。雖

然此種磁石具有較高之磁能積，但由於受限其價錢的昂貴，目前仍未見大量而廣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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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釹鐵錋磁石(NdFeB) 

    由於釤鈷磁石的價錢昂貴，因此再 1980 年代又有所謂釹錋磁石的推出，其主要的

成份比為 Nd2Fe14B，其不僅具有較高之 Hc 值，同時磁能積亦較釤鈷磁石為高。釹鐵錋

磁石之製程有下列兩種方法： 

 

1.繞結法：由 Sumitomo Special Metals 公司發展並申請專利。 

2.快速淬泠法(rapidly quenching)：由 General Motors 公司所發展並申請專利。 

    釹鐵錋之最大優點除磁氣特性優於釤鈷磁石外，價格亦較為低，而最大的缺點則

是溫度係數較高，同時具有較低之居理溫度(Curie temperaure)。 

 

複合磁石(Bonded magnets) 

    複合磁石是由 Ferrite 或 NdFeB 之粉粒與樹脂混合再經由冷軋(cold rolling)或者射出

(injection molding)或者擠壓(extrusion)等方法來形成以製造各種不同形狀的產品，複合

磁石之磁能積雖然較低，但由於其具有價格低廉及可製程複雜形狀等優點，故在市場

上仍有大量的使用。 

 

2.2 減磁曲線及工作點 

    由於永久磁石內部自我減磁場的存在，因此永久磁石始終存在於負 H 場的工作環

境中，而其自我減磁場的強度大小則與磁石磁路的狀態有關。就下圖磁滯曲線來看，

由於永久磁石本身自我減磁場的存在，因此除非其處在一個完全閉迴路(close loop)的

磁路環境中才可能表現出最大的磁場 Br，否則該永久磁石所能產生之磁場應落於第二

象限的範圍中，而此時所具有的磁場大小則稱為在該工作環境中的工作磁場(work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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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象限之曲滯曲線及工作點( J = µ0M) 

在一開放空間中永久磁石的自我減磁場大小 Hp 與磁化強度成正比： 

 

Hp = N‧M 

 

依照第二象限磁滯曲線的變化情形，大致可將磁石分成兩類： 

1. Type I magnet：第二象限之磁滯曲線由 Br 減弱至 0 呈平緩之降落，AlNiCo 磁石即 

                 屬此類。 

 

2. Type II magnet：B 值初始呈微小之變化，但當接近 HcJ(即 iHc)值時，則呈快速之滑 

                落，鐵氧磁體及稀土類磁石則屬此一分類。 

 

 

 

2.3 磁石之溫度效應 

 

    磁石之溫度效應亦是影響磁石品質之重要因素，一般來說，磁石的磁力特性會隨

著溫度升高而降低，但是鐵氧系磁石的保磁力則不會有此現象。磁力特性隨著溫升變

化的現象大致上可以分成可逆(reversible)與不可逆(irreversible)兩類，而其究竟是屬於

可逆或不可逆的現象，端視其回復到常溫狀態時磁力可否恢愎而定。一般以下列方式

來判斷升溫後再降低溫度時磁力是否可以恢復。若在溫度 T 時，其工作線與第二象限

之磁滯曲線之交叉點位於線性區，則當溫度由 T 降至室溫時，其磁力大致可以完全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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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到原室溫的數值；但若工作線之交叉位置在膝點以下(under the knee)，則各項磁力

值僅能恢復到某種程度。 

Br 與 Hcj 隨溫升效應的變化率可分別用 αBr 與 αHcj 表示： 

 
                               To：為室溫值 

在 IEC 標準規定中，量測硬磁材料(或軟磁材料)的室溫值 To 應介於 23 ±5℃內。 

 

 

 
永久磁石的主要特性 

 

2.4 永久磁石的應用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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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plications based on attraction or repulsion forces(吸力、斥力的基本應用) 

 ◆Compass, magnetometers(指南針、磁力計) 

 ◆Holding devices(保持裝置) 

 ◆Magnetic filtration(磁力篩選機) 

 ◆Drives and couplings(驅動和耦合) 

 ◆Switches(開關) 

 ◆Magnetic clutches(離合器) 

 ◆Magnetic tools(磁性工具) 

 

2. Applications based on Faraday's induction law(法拉第定律之基本應用) 

 ◆Generators(發電機) 

 ◆Microphones(麥克風) 

 ◆Brakes(制動器) 

 ◆Speedometers(轉速表) 

  

3. Application based on Lorentz forces on conductors(勞侖茲力傳導的基本應用) 

 ◆Loudspeakers(喇叭) 

 ◆DC motors(直流馬達) 

 ◆Synchronous motors(同步馬達) 

 ◆Brushless motors(無刷馬達) 

 ◆Hysteresis motors(磁滯馬達) 

 ◆Computer peripherals(電腦週邊) 

 ◆Measuring instruments(量測儀器) 

 ◆Telephone receivers(電話受信機) 

  

4. Application based on Lorentz forces on single charges(勞侖茲力信號轉換的基本應用) 

 ◆Trvelling-wave tube(行波管) 

 ◆Electron microscope(電子顯微鏡) 

 ◆Klystron(調速管) 

 ◆Magnetron(電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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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 spectrometer(質量分光計) 

 

 

 

三、軟磁材料 

    軟磁材料係用以放大既有設計之磁場，實用上軟磁的重要特性有殘磁量

(remanence)、矯頑磁力(ciercivity)、導磁率( µ )及飽和磁場(Bs)。軟磁材料種類依其應

用領域可以分為 DC 與 AC。 

 
不同軟磁材料之特性 

 

 

3.1 應用 DC 之軟磁材料 

 

    在 DC 的應用場合中，所使用之軟磁材料通常具有低 Hc 值與高導磁率之特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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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 值是避免當移去外場時所殘留的殘磁量，而高導磁係數的要求則是為了要得到較高

的放大磁場( B =µH )。軟磁材料在 DC 的應用大致有如下幾種： 

 

(1) 電磁鐵及軛鐵(Electromagnets and yokes) 

(2) 繼電器(Relays) 

(3) 磁遮蔽(Magnetic shields) 

(4) 電特性量測系統(Electrical measuring devices) 

(5) 磁放大器(Magnetic amplifiers) 

 

而在 DC 應用中常做用的材料則大概有下列三種： 

    (1) 鐵和低碳鋼(最大碳合量 0.05%) 

       具有較低之 Hc 值，使用時需避免形狀變形，其加熱退火處理溫度約介於 725 ~  

       900℃之間。 

 

    (2) 鐵鎳合金(Iron - Nicked alloys/Permalloy) 

       依鎳合量可分為 3 類： 

       ◆ 鎳合量 36%：為一種高品質之材料，常見應用於磁歪損之變壓器。 

       ◆ 鎳合量 50%：最高之 Jsat 約為 1.6T，常見應用於 tape-woud 之鐵心(core)。 

       ◆ 鎳合量 80%：具有較高之導磁率，最高約可達到 300,000。 

 

    (3)鐵鈷合金(Iron-Cobalt alloy/Permendur) 

      鈷元素是目前唯一發現與鐵元素混合成合金後可增加其飽和磁場(Bsat)值之元 

      素。當二者成份各佔 50%，其最大之 B 值可達 2.45T，但於鈷元素成本昂貴，限 

      制了其在 DC 領域的應用範圍。 

 

 

 

 

3.2 應用於 AC 之軟磁材料 

    在 AC 的應用場合中所使用之軟磁材料通常要求需具較低的 Hc 值、較低的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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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較高的導磁率和較高的飽和磁化值。由於 AC 場中作用於軟磁材料之磁方向不斷

變化，因此需要一具有狹窄型磁滯曲線之材料以降低其能量損失。軟磁材料在 AC 場

的應用中大致有如下幾類： 

 

    (1) 變壓器(Transformers) 

    (2) 馬達與發電機(Motors and generators) 

    (3) 信號發射器與接收器(Signal transmitters and receivers) 

 

 

而在 AC 應用中常使用軟磁材料亦下三類： 

    (1)鐵矽合金(Iron-Silicon alloys) 

      主要使用在變壓器中，其所具有之高阻特性可以有效降低渦流的效應。含矽量 

      3%合金之電阻約為純鐵的 4 倍，含矽雖然具有減低渦流損的益處，但卻會降低 

      鐵的飽和磁化值，同時使得合金變脆(brittleness)，因此這種合金含矽量通常不

會 

      超過 4%。 

 

    (2)鐵鎳合金(Iron-Nickel alloys/Permalloy) 

      如前所述，可應用於 AC 及 DC 之場合。 

 

    (3)軟磁鐵氧體(Soft ferrites) 

      金屬合金由於具有較高之導電性，通常只適合於低頻使用。軟磁鐵氧體的 電

阻 

      係數通常可高於金屬合金達百萬倍之譜，同時在高頻時亦能表現出適當的磁特 

      性。一般在 1 ~ 10MHz 的範圍都使用 Mn - Zn 鐵氧體，而在 10 ~ 100MHz 則通 

      常會使用 Ni - Zn 鐵氧體，但若頻率超過 100MHz 則需使用六角結構之鐵氧體 

      (hexagonal fer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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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磁場量測 

 

4.1 霍耳元件磁量測儀 

 

    霍耳效應(Hall effect)磁量測儀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磁性量測儀器。霍耳效應係利

用半導材料如 GaAs，InSb 或 InAs 等所含的電子與電洞因外加磁場所產生的感應電壓

來量測磁場的強度，如下圖所示，霍耳元件因外加磁場 B 而產生輸出電壓 VH，此 VH

值大小與外加磁場成正比。 

 
霍耳元件之應用原理 

 

 

    因自由電子和電洞的數目與溫度有關，因此霍耳效應的表現亦與量測環境的溫度

有高度的關係。霍耳元件材料本身極為脆弱，因此需固定在較為堅硬的物件中以作成

霍耳感測棒(probe)，如此才能十分方便的作為量測之用。霍耳感測棒依方向分可以分

成如下圖之軸向或垂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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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霍耳感測棒之型式 

 

 

    目前高斯計(Gauss meter)若選用不同的市售感測棒，則其所能量測的範圍約介於

1nT 至 30T 之間，而若使用單一感測棒，其所能量測的最大範圍約介於 1µT 至 3T 之

間。通常在室溫時，高斯計之精確度約為 0.5%，但有時其精確度亦可達到 0.1%的程

度，就一般磁石而言，如下圖所示，其磁通的分佈會因量測位置之不同而有極大的差

異。因此利用高斯計量測磁石的磁場，有時就會因量測位置的不同而得到不同的結

果。 

 

 
 磁石因不同位置有不同之磁通量( I )           磁石因不同位置有不同之磁通量(II) 

 

 

4.2 核磁共振儀(NMR) 

 

    某些原子核會因為外加均勻磁場而產生能階的變化，而其能階變化的大小與外加

磁場 B 成正比。由於原子核吸收的能量所造成的共振頻率與 B 場間具有如下式的關

係，因此可以用來作為量測磁場的原理。實務上，只要可以量到頻率，而γ又為與原

子核種類有關的常數，那麼 B 場就可由上式得到。利用磁核共振儀量測磁場其精確度

可達到 10ppm，而其一般的量測範圍約於 0.05T 至 11T 之間，下圖為 NMR 之量示意

圖。 

 

                    f = γ．B(γ：gyromagnetic 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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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t2 

 

 
NMR 系統結構圖 

4.3 磁通量 

 

磁通計之量測原理可以下述公式表示： 

 

V  = - dΦ/ dt 

                       V：量測之感應電壓   Φ：磁通量 

 

由於磁通量的變化與所產生的感應電壓成正比，故可以用來作為磁場量測之用，上述

公式以積分式表示，可以求得磁通量的變化量。 

 

△Φ = Φ(t2)  – Φ(t1) = –∫V(t)dt 

 

    由以上所述之磁通計量測原理而言，其僅能適用在有磁通變化的場合，如： 

 

1.隨著時間改變的磁場，如磁石的充磁。 

2.利用磁通計量測線圈的移動所造成的磁通變化，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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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線圈之移動量測磁通量 

 

磁通計如經過良好的校正，其精確度可介於 0.2 ~ 0.3%。 

 

 

4.3.1 磁通計的量測簡介 

    假設在一個均勻的磁場內，或是磁通密度 B 平均值為 Bm 之截面積，則通過截面

積 At 的磁通量Φ如下： 

 

Φ= N Bm At 

    Bm：截面積內磁通密度 B 的平均值 

                        At：徑向的截面積 

                     N：線圈的匝數 

4.3.2 磁通感測器 

    一般連接到磁通計的是 N 匝的感應線圈，通常有不同的形狀及感測截面，可用來

作以下的量測： 

 

  ◆ 空氣中快速變化的磁場強度 H(最快 10µS) 

  ◆ 永久磁石在工作點的 J (配合 Helmholtz coils) 

  ◆ 永久磁石在工作點的磁場強度 H (配合 Rogowski 或 potential coils) 

  ◆ 內在的磁通密度 (Intrinsec induction) J (B-H 磁滯曲線儀所使用的補償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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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Φ 

volume 

    磁通計可藉由線圈圍繞著被測物而實際量測不同磁性材料內部的磁感應。我們也

可判斷出磁通量的量測與溫度變化無關，而且磁通計能測量磁場的大小以及磁性材料

的特性。 

 

 

4.3.3 黑目合茲線圈(Helmholtz coils) 

    磁通計黑目合茲線圈(Helmholtz coil)可量測磁矩(magnetic moment)M，計算式如

下： 

 

M = J‧Volume 

 

它可用來量測磁石的磁性極化時，在磁滯曲線第二象限內可更精確測得工作點 Jp 值，

如把被測物放入黑目合茲線圈(Helmholtz coils)內部可簡單地測得感測磁通。 

感測磁通Φ和 Jp 間的關係如下： 

 

                           Jp  =  —————         KH：黑目合茲線圈常數 

                                                    volume：被測磁鐵材體

積 

當磁石具有線性特性和足夠大的(長度／直徑)比率，Jp 值就可近似為殘留磁通密度

Br(=Jr)。 

 
黑目合茲線圈(義大利 Laboratorio Elettrofisico 公司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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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P．Φ 

thickness 

KH．Φ 

volume 

2 ．KP．Φ 

thickness 

5.439×10-5×1040×10-6×50 

7.518×10-6   

5.65×106×180×10-6 

11×10-3 

 

4.3.4 Potential coils 
    此測定原理是利用安培定理，其應用在磁性領域：磁鐵的衰減視同一組線圈，將

磁化力 H‧dl 降低。因此可測得磁鐵自減磁場強度大小： 

 

HP  =  —————— 

                                                   KP：Potential coils 線圈係數 

HP 與磁石特性有關，如磁化係數和磁石尺寸大小。 

 
Potential coils(義大利 Laboratorio Elettrofisico 公司製品) 

Example    測量物：anisotropic ferrite 

            直徑：  29.5mm 

            厚度：  11mm 

            體積：  7518mm3 

於 20oC 時的磁性特性 (B-H tracer 測得) 

     Br       0.377 tesla 

     HcJ      204  kA/m 

     BHmax    26.3  kJ/ m3 

 

◆ 黑目合茲線圈(Helmholtz coils)測量 

     黑目合茲線圈係數 KH= 5.439×10-5m 

     Flux = 1040×50µWb 

 

Jp  =  —————  =  ————————————  =  0.376  T 

 

◆ Potential 線圈測量 

      Potential 線圈係數 KP = 5.65×106 A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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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  ——————  =  ————————————  =  1.85×105 A / m 

 

DEVICE RANGE ACCURACY CALIBRATION COST 
Search coil＋ 

fluxmeter 

感應線圈＋ 
磁通計 

＞0.1mT 0.2%~1% 

electronic 

mutual 

inductance 

low to 

medium 

Hall probe 

霍爾感應測棒 
1nT~30T 0.2%~2% 

current 

voltage 
low to high 

N.M.R. 

核磁共振 
0.05~15T 5p.p.m. time high 

不同量測磁性裝置 

五、B-H loop tracers 

 
    此儀器目前已普遍用於量測鐵磁性物質之磁滯迴路及磁化曲線，此設備亦是磁性

量測實驗中常見的儀器。 

 

5.1 軟磁材料用之 B-H tracer 

    量測軟磁特性之 B-H 迴路曲線時，以在閉迴路(close magnetic circuit)狀態才能量得

較為準確之結果。利用 B-H loop tracer 量測磁特性時，必須特別注意如地磁或環境磁

場等外在磁場源的干擾。一般 B-H loop tracer 可以量測的參數如下，其可達到之精確

度約介於 1% ~ 2%，相對應的量測標準可參考 IEC 標準 404 - 4。 

 

Br，Hc，Jsat，Bsat，Hsat，µmax 

 

5.1.1 封閉磁迴路物件之量測 

    若量測物件如螺旋管(toroidal)一樣的形狀，則其自然會是一個封閉的磁迴路，此

時之磁場強度如下式所示，NH為繞線圈數，I 為繞線電流，L 為物件之平均幾何路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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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H．I 

Φ 

NB．

度。 

 

 

                           H  = ——— 
                                  NH：繞線圈數 

 

量測時需特別注意繞線的緊密程度。 

 

 
螺旋線圈之量測示意圖 

至於磁通量的量測，則可以下表示。 

 

B = ——— 

 

Φ為流經螺旋線圈之磁通量，A 為螺旋線圈之截面積 

 

 

5.1.2 長形與圓柱物件之量測 

    由於長形與圓柱物件之形狀屬開迴路狀態，因此在量測時必須外加軛鐵(yoke)以

形成封閉之磁迴路，此一外加的軛鐵系統通常稱之為導磁計(permmeter)。導磁計中必

包含一個以軟鐵外繞線圈所形成的電磁鐵，在量測時，使用者必先通以激磁電流，使

電磁鐵產生足夠將待測物件飽和的磁場。 

 

    量測 H 場時可以使用霍耳感測器或是連接在磁通計上的線圈，而 B 和 J 值的量測

亦可使用同樣的線圈。待測物件的長度最好不要短於 100mm，以防止因自減化效應

(demagnetizing effects)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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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磁滯迴路 

 
    磁滯迴路之量測不同於單一磁場之量測方法。磁滯曲線是靠變化不同 H 值所得到

之 B 場或 M 場一點一點所連結而成。 

 

5.1.4 飽和磁化曲線 

 
    磁性材料之磁化曲線因外加磁場的變化而有不同，但在飽和磁場下，所得到的磁

化曲線就稱之為飽和磁化曲線。一般而言，在正常量測下所要得到的就是飽和磁化曲

線，從此一曲線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瞭解到 Hc、Br 及初導磁率等等有用的參數。 

 

 

5.1.5 軛鐵(yoke)與螺旋管(toroidal)量測之差異性 

 
    幾乎所有的軟磁材料，尤其是具有高導磁率的材料都可以用封閉磁迴路的方式來

進行量測，例如矽鐵材料、磁性矽鋼片及矽鐵材料在量測時就需使用具有軛鐵的導磁

計(permeameter)以建立封閉的磁迴路。因為量測如保磁力(Hc)特性時，有無使用軛鐵

就顯得非常的重要。在量測如螺旋管物件時，繞線常常需要耗費較多的時間，同時因

繞線空間的限制，將會較難達到量測時所需要的飽和磁場。以下就軛鐵式螺旋管量測

方式之優缺點作一比較。 

 

軛鐵式及螺旋管量測方式之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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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硬磁材料之 B-H tracer 

 
    從量測原理的觀點分析，無論是硬磁或軟磁材料，對其磁滯迴路的量測應該沒有

太大的不同。但在實際測量中，由於軛鐵形狀、儀器及線圈敏感度等因素的影響，會

使得軟、硬磁量測的結果顯出極大的差異。在硬磁量測時最要的就是要能產生一足以

克服矯頑磁大小(Hc)之外加磁場，並且測得第二象限中的最大磁能積值(BHmax)。利用

本儀器量測硬磁時，所能達到之精確度介於 0.5% ~ 1%之間，其標準量測方法可參考

IEC 404-5 中之規定。 

 

 

5.2.1 量測狀況 

 
    量測硬磁時需由電磁鐵中提供一足夠之激磁電流，同時並利用探測線圈或霍耳元

件以量得外加磁場強度的大小及待測磁石之 B 值與 M 值。B 值之量測可藉由纏繞圈數

不多的線圈所測得，而 M 值亦可由一補償張力計(compensated tensiometer)所測得。 

量測物件的尺寸準備有一定的限制，厚度不能太厚，一般約介於 5 ~ 10mm， 

 

    而長度亦不能太長以避免極帽(pole caps)中殘磁的影響。此一量測設備能夠產生約

量測方式 優  點 缺  點 

 

 

軛鐵式量測 

 

◆對試片較無形狀之要求 

◆不需繞成螺旋管之形狀 

◆可以得到較大的激磁磁 

 場 

◆軛鐵材料選用對量測結 

 果有影響 

◆需有極帽 

 

 

 

螺旋管量測 

 

 

 

◆具完全封閉磁迴路 

◆在低磁場時具有較高之 

 解析度 

◆沒有軛鐵材質之影響 

◆量測簡單 

 

◆需要剪裁為螺旋管形狀 

◆需要分別纏繞激磁線圈 

 與量測線圈，較為費時 

◆激磁場較低 

◆剪裁時可能會造成待測 

 物件之磁特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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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2.8T 的外加磁場，同時具備有足夠量取具低矯頑磁力磁石所需的靈敏度，如

AlNiCo。除此之外，其亦可在 -100oC ~ 200oC 的溫度範圍內進行量測的工作。 

 

5.3 開迴路量測 

 
    一般鐵磁性材料之矯頑磁力可以在開迴路中藉由矯頑磁力的作用而量得。量測時

首先需將待測物件置於一均勻外加磁場中，當此外加磁場之電流瞬間反向時，待測物

件由於矯頑磁力的特性，會產生一抵制的磁場，據此即可量得 Hc 值的大小。 

 
矯頑磁力之開迴路量測方法 

 

    B 場的信號由上法中亦可藉由霍耳元件或振動線圈取得，而 Hc 值係間接利用螺旋

管中電流的變化而量得，利用此法量測的優點大致如下： 

    ◆ 適用於特殊形狀之待測物件 

    ◆ 快速且重覆性高 

    上述量測方法可參考 IEC 標準 404-7 中相關的說明。 

 

5.4 能量損測量方法 

 
    利用交流電源量測鐵磁性及導電性物體所具有之磁特性時，功率損失(Power loss)

是一個基本而重要的參數。通常我們可以使瓦特計(wattmeter)來測量。常使用不同頻

率量測磁特性時，會產生磁滯曲線的變形，而其變形的面積和頻率的大小成正比，如

同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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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頻率變化的磁滯曲線 

 

每單位體積所消耗之磁能可以下式之積分式表示： 

 

∫HdB 

因此藉由 H 與 B 值的變化便可得知功率損的大小。一般而言，功率損又可區分成靜態

損失 Wh(static or hysteresis loss)和動態損失 Wd(dynamical loss)兩項。 

                 Wtot = Wh + Wd  (watt / kg) 
 

5.4.1 靜態與動態損 

 
    當頻率為 0 時之損失稱為靜態損，其大小與磁性材料之 Hc 及 Br 值有直接之關聯，

而動態損則和頻率的大小有關。當頻率增加時，渦電流和其他動態的效應會逐漸增

強，因此使得動態之功率損失亦隨之變大。功率損失的研究因為以下兩個理由而顯得

重要。 

 

    ◆ 如何降低防制交流機械中的能量損失 

    ◆ 可藉由功率損失的現象瞭解磁性材料結構作用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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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如何降低能量損失 

 
    經由下列各項方法可有效降低能量的損耗： 

      ◆ 降低材料的不純度(impurity) 

      ◆ 利用熱處理等方式使材料之磁滯曲線變窄 

      ◆ 增加材料之阻抗性(resistivity) 

      ◆ 在材料製作中降低 domain size 

      ◆ 使材料更薄，以防制渦電流的發生 

  以下兩表分別為不同的材料的功率損失值及各種量測方法之應用情形 

 
不同材質之功率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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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量測設備在磁性檢測中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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