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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掺杂ZnO纳米线的制备及其磁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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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气相沉积方法在ZnO纳米线中实现了磁性元素的原位掺杂，获得大量高结晶质量的Zn，一，Mn，O纳米

线．X射线衍射、光电子能谱和透射电镜结果表明，Mn确实固溶入ZnO中而没有形成杂质相．采用超导量子干涉

仪研究了Zn，一，Mn，0纳米线的磁学性能，发现其铁磁性与Mn的掺杂含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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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旋电子学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研究

领域，利用它制造的新型器件由于电子的电荷和自

旋特性可同时运作而实现信息存贮和信息处理的同

时进行，与传统的半导体器件相比，具有非易失性，

提高数据处理速度和增加集成密度等优点Ⅱ]．尤其

是量子计算的前景带来了数据存贮和处理速度大幅

提升的可能性．稀磁半导体(diluted magnetic semi．

conductor，DMS)成功地实现了半导体与磁性材料

的结合，是研究自旋电子学的理想体系，可望广泛应

用于未来的自旋电子学器件，因而备受科技界和工

业界的关注[2’3]．近年来，宽禁带稀磁氧化物半导体

引起了人们极大的研究兴趣．2000年，Dietl等人[43

在Science上发表文章报道了他们采用Zener模型

预测出P型氧化物半导体ZnO中掺入5％Mn后

具有铁磁性，且其居里温度高于室温．这是极为重要

的发现，因为只有材料的居里温度高于室温，自旋电

子学器件才可得以在室温下应用，从而为器件的实

用化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前znO基DMS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体材料和薄膜上[5~7]，关于

Zn，一。Mn，0纳米材料方面的报道则很少．已有文献

报道采用离子注入的方法在ZnO纳米带中进行磁

性掺杂，但容易引入大量的缺陷和应力[83；也有文献

报道采用将ZnO纳米结构在磁性气氛中退火实现

掺杂，但这样明显破坏了材料的原有形貌[9]．本文采

用气相沉积(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CVD)方

法制备出大量直径均一、表面光滑、结晶质量高的

Zn，一，Mn，O纳米线，并对其磁学性能进行深入的研

究和探讨，这不仅丰富了低维稀磁半导体的理论内

容，也为未来自旋电子器件设计开拓了新的思路，因

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深远的应用前景．

2 实验

本文采用CVD方法将磁性元素Mn掺入ZnO

纳米线，通过调整合成温度、组元化学配比和气氛压

强获得A，B，C三组Zn。一，Mn；0样品，对应Mn的

含量x分别为0，0．06，O．13．本实验中采用扫描电

镜(SEM)和透射电镜(TEM)分析产物的形貌；采用

X射线衍射仪(XRD)测定产物的结构；采用光电子

能谱(xPS)确定产物的组分和价态；采用超导量子

干涉仪(SQUID)测量产物的磁学性能．

3结果与讨论

三个样品典型的SEM形貌如图1所示，产物均

为纳米线，直径分布在20～100nm范围内，平均直

径为70nm．长度约为几微米，纳米线表面光滑而且

比较直．采用XRD分析产物的结构，结果如图2所

示．图中出现的衍射峰均可以由ZnO纤维锌矿结构

解释，没有观察到其他杂质如Mn或其氧化物的衍

射峰，表明磁性元素Mn固溶入ZnO晶格结构中，

并没有形成第二相．由图2还可以看出，ZnO中掺

入Mn后，其衍射峰随着Mn含量的增加逐渐向小

角度方向移动．这是由于Mn的离子半径比Zn的

大，Mn取代Zn的位置后，晶面间距d增大，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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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SEM image of th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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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X-ray diffraction spectra of doped and Ull-

doped ZnO nanowires

毒拉格公式2dsin0=，孟戈常数，d值增大时参减

小．因而随着Mn的掺入，品格常数会逐渐增大，口

相应地逐渐减小．这也说明磁性元素Mn确实掺入

ZnO中蕊并没有形成第二楣．采用高分辨TEM进

一步表德产物的显微结构，发现Zn，一，Mn：O缡米

线为单晶，结晶质量非常高，没有孪晶、夹杂相等缺

陷存在(见图3)．扇晶西间距可以确定出，Znt．，

Mn，O续米线沿着(002)方蠢生长(觅蚕3孛箭头所

示)．采用XPS分析了Zn，．，Mn。O纳米线中元素

的价态和组分，结果如图4所永．Zn2p的XPS峰位

予约1021．6eV处(觅匿毒(a))，对应予ZnO。Mn的

XPS峰为641．4cV，对应于MnO(见图4(b))，由此

可得出Mn的价态为+2．没有发现其他价态的Mn

的氧化物存在，这裘嗳产物纯度非常麓{蠹置只有

Znl一：Mn。O构成。

本文采用SQUID测量了不同Mn含量的

Znl-xMn：O继米线的磁学性麓，发理Mn含量蔓：较

低时，Znl．，Mn。O纳米线表现出顺磁行为．当Mn

的掺杂含量比较高时(X=0．13)，磁滞回线表现出

明显的铁磁性，其剩余磁化强度魁。和矮顽磁场娥

图3 Znl一。Mn，O纳米线的TEM图谱

Fig．3 TEM image of Znl—lMn^O nanowires

≤

墨
‘磊

重

闰4 Zna一，Mn，O(x=0．13)纳米线中Zn2p(a)和Mn2p(b)

的光电子能谱

Fig，4 XPS spectroscopy of Znl一#Mn；O(x=0。13)

￡tanowire$(a)Zn2p；(b)Mn2p

分别达到l。47emu／g和385。50e(见图5(a))．这说

鳃ZnO孛Mn的掺杂含爨院较高澍，容易形成铁磁

性．为了进一步研究Zn。一，Mn，O纳米线的磁学性

能，我们对Mn掺杂含量x=0．13的Znl一，Mn。O

纳米线在50～5000e懿条馋下测量7场冷(FC)；整

零场冷(ZFC)曲线，发现ZFC和FC曲线表现出明

显的不同(图5(b))，ZFC曲线中出现一个凸起(图

中A处)，显示墩铁磁性．随着终加场强的增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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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逐渐向低温方向移动．而且随着场强的逐渐增加，

ZFC和FC的重合点(图中B处)也逐渐向高温方

向移动．

图5 Znl一。Mn，o(X=0．13)的磁滞回线(a)和ZFc—FC曲

线(b)

Fig．5 Hysteresis loop curvc(a)and ZFC—FC CUrVCS

(b)of Znl-，Mn，0(x 20．13)nanowires

Zn。一，Mn，O纳米线中可能出现的杂质相有

Mn，MnO，Mn02，Mn304，ZnMn204，除了MnO和

MnO。为反铁磁性物质外，其余均为铁磁性物质．但

是在我们的实验中，XRD，XPS结果表明产物为

Zn。一，Mn，O纳米线，采用高分辨扫描电镜也没有观

察到Mn及其氧化物的杂质相．以上结果表明，

Zn。一。Mn，O纳米线的铁磁性并不是由于杂质相的

存在，而确实是由于Mn掺入ZnO晶格中引起的，

而且ZnO中的铁磁性与Mn的掺杂含量有关．

尽管理论已经预测出P型ZnO中掺杂Mn可

以获得高于室温的居里温度[4]，但不同的实验条件

得出的结果并不相同[5J0~12]，目前已经在Zn。一，-

Mn，0薄膜中获得高于室温的铁磁性[121，在

ZnMnO：Sn薄膜中也获得接近室温的居里温

度[131，但是Zn。一，Mn，0中铁磁性的起源并不是很

清楚．III—V基DMS铁磁性的起源据认为是由于

Mn2+的掺杂引入了空穴，磁性粒子与III族的阳离

子相互作用导致了铁磁性的出现．有观点认为

Zn。一，Mn。O中的铁磁性类似于III．V族中的双交

换作用，但是在ZnO中，Mn2+替代Zn2+为等价置

换，并不会增加载流子，而且也并不能解释ZnMnO

：Sn中出现铁磁性[13]的原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铁磁性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原子量级铁磁性杂质的存

在，由于颗粒太小，采用目前的探测方法并不能探测

出来[14|．因而关于Zn。一，Mn，0中铁磁性的起源需

要进一步的探讨．

4 结论

采用CVD原位掺杂的方法将磁性元素Mn掺

杂入ZnO．该方法制备温度低，获得的Zn。一，Mn。O

纳米线为单晶，结晶质量非常高，表面光滑而且比较

直，平均直径约为70 nm．纳米线沿着(002)方向生

长．其中Mn的掺杂含量可以通过调整合成温度、组

元化学配比和气氛压强来控制．XRD，XPS和HR—

TEM结果表明，Mn确实固溶人ZnO的晶格中而

非形成第二相．采用SQUID研究了Znl一，Mn，0纳

米线的磁学性能，发现较高Mn掺杂浓度的Zn。一。．

Mn：0纳米线显示出铁磁性，表明铁磁性与Mn的

掺杂含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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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luted magnetic semiconductor is an ideal system for the research of spintronics．In the present work，high crystal

quality Znl一。Mn，O nanowires were synthesized via an in situ doped method．The content of manganese can be controlled by

adjusting the growth condition．The XRD，XPS and HRTEM results exhibit that Mn ions indeed doped into ZnO lattices．The

magnetic measurements show that the magnetic property of Znt—JMn，0 nanowires relates to the content of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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