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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磁粉芯材料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工业制造中的应用也日益增加。然而，由于磁粉芯测量鉴定标准的缺

失，针对其的设计应用和测量比较都极其困难。本文提出了基于Bs&T Pulse电感脉冲仪的大信号和小信号的综

合测量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并给出了详实的实验数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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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铁粉芯是一种由铁磁合金粉末压制而成的磁芯。一般

铁磁材料在经过铸造后，再将其粉碎，并进行高温退火处

理，混合无机粘合剂做粉末间隔离，最终包裹环氧材料完

成最后的表面绝缘处理。上世纪上半叶，铁硅铝（FeAlSi）、

铁镍（NiFe）和铁镍钼（NiFeMo）是铁粉芯的主要材料。

从 21 世纪开始，多种铁基合金，包括铸造的铁基合金或

快速固化的铁基合金开始进入市场，其中的大多数材料受

益于超低的磁致伸缩性能，能够经历较长的工艺处理后仍

保持相对稳定的铁磁性能。

通常情况下，合金粉末的相对磁导率可达数十万，并

且经过己写处理后，磁导率可被控制到在一百一下。这类

磁粉芯主要应用于功率电感气的制作，包括并网逆变器上

的滤波电感，功率因数校正变换器（PFC）中的功率电感，

以及中功率开关电源（SMPS）中的输出滤波。在这些应

用中，不仅电感器的感值需要在设计时精确设计，其对于

一个相对高的磁链也应当又一定的适应能力。图一通过一

张显微照片展示了磁粉芯的微观结构，而正式这中结构赋

予了铁粉芯独特的物理和铁磁性能。

铁粉芯的独特性能之一是其软饱和特性 ：铁粉芯材料

的相对磁导率会随着磁场强度的增加而缓慢下降。并且不

同于典型的磁性材料（例如铁氧体材料和硅钢材料），磁粉

芯材料并没有明确的磁导率饱和拐点。此外，由于铁基粉

末在围观结构上由绝缘介质粘合，铁粉芯材料的电阻率一

般较大。得益于此结构，铁粉芯的高频涡流损耗也得以降

低，并且其在绕制的电感器件中的老化效应也得以弱化。

即使铁粉芯的应用已逾数十年，其材料分类及测试验证的

标准化工作仍刚起步。事实上，材料定义与测量的标准化

的不确定性给磁芯的设计和应用都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一

方面，人们期望的用铁氧体标准 IEC 60367 去囊括磁粉

芯的部分仍在论证，因此现阶段并没有可靠的参考 ；另一

方面，一些铁粉芯材料的关键参数也很难在其数据手册上

体验，包括设计者非常关心的饱和磁通量和损耗情况。

本文首先关于铁粉芯的验证困难进行了说明，紧接着

提出了一种利用阻尼振荡原理对铁粉芯进行测量验证的方

案。此外，通过对测量原理的分析说明以及分析案例的展示，

此方法表现出了较高的测量精度和广泛的适用范围。

磁粉芯的验证困难

源于磁粉芯独特的内部结构和特性，对其的量化定义

图 1 铁粉芯的显微照片显示其结构图 1  铁粉芯的显微照片显示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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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测量验证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磁芯应用的角度

上看，如何对比两种铁粉芯的优劣和如何定义其在电路中

表现出的感值是在器件设计过程中的两大难题。一般来说

器件的电感值可以由磁性材料的磁导率，所选磁芯的几何

形转，以及相应的绕组结构计算得到，然而对于铁粉芯的

设计，由于磁粉芯不明确的磁导率定义和几何尺寸定义，

传统的设计公式已经不再适用。铁基粉末的初始磁导率可

以高达数十万，但其制成的磁粉芯的磁导率通常被控制在

数千范围内。首先，磁芯或者磁材料的有效磁导率必须在

参数手册中有所区分。此外，即使微观结构上，磁粉芯拥

有难以计数的分散气隙，其整体结构仍然可以被定义为拥

有一个闭合的磁路，因此其有效此路长度仍可以根据磁芯

的集合尺寸进行定义。但是，当定义材料的有效磁导率时，

这种定义便容易引起争议，因为通常给定的磁导率作为一

个常数，已无法准确反映磁材料的工作过程，磁粉芯材料

的非线性更是无从谈起。与此同时，磁芯的 AL 值往往是

设计者参考的重要参数，甚至是很多设计者设计感值的唯

一依据。对于磁粉芯，由于材料的强烈非线性，仅凭 AL

值进行感值设计往往会造成失误。

事实上，AL 值的不确定性不但来自磁粉芯材料表现

出的非线性磁导率，也来自于测量标准的不确定带来的误

差。通常情况下，磁粉芯遵循 IEC 62044-2 的测量标准

进行定义，其中测量额定电流小于 22A， 并且小信号的阻

抗分析仪被推荐为验证测量的设备。由于小信号的测量方

案带来的不确定性，例如小信号激励源的不一致和测量范

围的不明确，对于磁芯和磁芯材料的公平比较也变得十分

困难。

另一方面来讲，现行标准的适用性也依旧存疑。排除

了测量系统本身带来的误差， 如 IEC 62044-2 标准规定的

小信号测量方法已经在较大范围内使用，但阻抗分析仪此

类小信号测量源的有效性仍收到其励磁能力的限制。一般

上区分小信号与大信号励磁的标准是激励源能否将材料励

磁至突破矫顽力。然而，就典型的磁粉芯材料而言，矫顽

力通常位于数百至数千安培每米（A/m）之间（意味着磁

粉芯几乎是可以认为是一种半硬磁材料），这使得阻抗分析

仪的励磁能力几乎无法达到。因此，对于铁粉芯材料，必

须使用一个大信号励磁与相应的测量来反应其真实性能。

通过在测量过程中增加一个直流偏置的改进，对铁粉

芯材料在一定励磁下的性能的确可以进行测量，然而其带

来的缺点也限制了这种方法的应用 ：首先，在测量中提供

偏置电流的受控源需要很高的精度，并且其输出排除磁芯

本身的干扰。这一要求在零偏置下一般很难满足。其次，

当测量过程需要一个较大的直流偏置时，对受控源的输出

能力也象形提高。在标准 IEC 62024-2 中，对应铁氧体

材料的测量系统的缺点已经有了详尽的描述，因为对于铁

粉芯材料，也需要引入一种大信号测量方案，以结合现有

的小信号测量进而完成对铁粉芯（及其材料）进行有效的

测量验证。

针对磁粉芯的测量系统：Bs&T Pulse

Bs&T Pulse 使用的阻尼震荡是基于 IEEE 389 标准

改进的磁测量方法，其能够提供一个较大测电流激励并且

其往复的电流激励能够复现磁材料的励磁 / 退磁过程 ；而

Bs&T Pulse–micro 是基于阻尼震荡法的软硬件集成磁

测量解决方案。在 [2] 中可以找到该方案的具体运行细节。

在阻尼振荡期间，存贮在电容中的初始能量会被完全释放，

并用于被测物的励磁。在电容中存贮的大量能量可以保证

为磁粉芯提供一个足够的励磁，并且其励磁和测量时刻可

以由电子开关进行精确控制。由该测量系统得到的初始数

据在图 2（a）中展示，其中包括了电容的储能过程和紧随

其后的阻尼振荡过程。在图 2（b）中，阻尼振荡的初始阶

段被绘制出来，其中展示了其电压波形并不同于一个典型

的阻尼振荡。事实上，在这个期间，电压波形的形状可以

用于区分磁芯的种类（区分软磁 / 硬磁或者闭合 / 开放磁

路）并且反映了储能电容的情况。在 Bs&T Pulse 解决方

案中，所有的原始数据都能够导出追踪，并提供给用户做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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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描绘。在磁芯的数据手册中，只有磁芯的 AL 值与

激励电流的值被给出，但是具体的测量条件和感值却没有

明确的给出。相比之下，在测量得出的磁换向曲线中，磁

滞回线可以清楚的显示被测物的性能。例如，在放大的磁

换向曲线中该磁芯的矫顽力可以直接被读出，并且饱和磁

通强度也可以按照定义直接测量。此外，在曲线中磁芯的

饱和特性，矫顽力和相对磁导率可以作为曲线拟合的依据，

进而建立磁芯的分段线性模型或者作为数据挖掘的参考。

在图 4（b）和（c）中，材料的相对磁导率可以通过

计算你拟合至励磁的磁场强度或者磁通密度的函数。显然

对于特定的测量条件，包括磁芯的几何形状，绕组匝数以

及测量温度，磁芯的软饱和特性都可以精确地描述。尤其

是对于一个较大的励磁电流，Bs&T Pulse 能够保证激励

的强度，以提供磁导率的完整测量结果。相比于数据手册

中提供的磁导率参数，Bs&T Pulse 测得的磁导率范围更

广，精度更高，描述更为完成，能够为设计与评估人员提

供直接而全面的信息。

如图三所示，一个电感被测物的差分电感值与振幅

电感值的测量值在图中得以区分。此测试的样品是 T106

想转和 24 匝绕组的环形磁芯，此磁芯的材料是铁硅铝

（FeSiAl）。为了消除之前剩余磁场带来的测量误差，该测

量值选择振荡测量的第二个退磁过程进行计算。应用者通

常会关注器件的振幅电感值，因为在磁芯饱和之前，振幅

电感通常被视为一个常数，用作电路分析的参数。但是对

于磁粉芯电感，振幅电感是一个关于励磁电流的函数（也

被称为软饱和特性）。这个特性在小信号测量中一般都无

法体现，即使是增加了不连续的直流偏置源作为一个小信

号测量的补充。相比之下，阻尼振荡能够直接分辨振幅电

感和差分电感。如图三所示，Bs&T Pulse 能够提供高达

400A 的励磁电流并且测量其差分和振幅电感，并且反应

其软饱和特性。这些测量结果能够覆盖更多的开关变换器

和谐振变换器应用。

图 2  初始测量数据演示

图 3  阻尼振荡法测量的差分电感和振幅电感

相对地，Bs&T Pulse 也可以用来评估磁粉芯材料的

性能。在这里，另一个测试样品用来做演示 ：该磁芯由两

个 EE65 磁芯叠加而成，并且其直流 / 交流等效穿点电阻

为 294.5/320.0 毫欧。图 4（a）展示了该被测物在阻尼

振荡过程中的磁换向曲线，进而该磁芯的非线性特性得以

图 4  磁滞回线和相对磁导率的测试范例

对于铁粉芯的大信号 /小信号综合测试 

在本文中，我们演示了针对磁粉芯样品的大信号和小

信号的测试去证明这种全面的测试概念。首先，表 1 列出

了演示样品的参数，包括磁芯的材料成分，初始磁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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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芯的集合尺寸和磁芯的重量。在八组样品中，两种磁芯

尺寸，即 T106 和 T184 尺寸将用作对比，并且通过对铁

磁物质填充系数的控制，不同结构的分布式气隙得以在此

心中实现。样品的填充系数可以通过磁芯重量计算出来。

图 5（a）中展示了针对于 6 号样品的综合测试结果，

并且其小信号测量部分在图 5（b）通过放大着重展示。在

图中，对该样品的小信号测量结果和 Bs&T Pulse 大信号

测量结果用不同的颜色标出，且大信号测量的范围明显远

远超过小信号的测量范围。然而，此结果并不带包大信号

测量能够完全代替小信号测量，将两者的测试结合起来才

是一个更号的解决方案。此外，由图 5（b）的结果来看，

表 1   测试样品的参数

1 2 3 4 5 6 7 8
材料 FeAlSi FeAlSi FeSi FeSi FeAlSi FeAlSi FeSi FeSi

相对磁导率 60 90 60 90 60 90 90 60
几何尺寸 T106 T106 T106 T106 T184 T184 T184 T184
质量 ( 克 ) 25.72 26.30 29.74 29.45 129.28 134.68 155.12 148.81

图 5  对于样品的大信号 / 小信号综合测试范例

小信号的测量是一个离散的测试，相比之下基于阻尼振荡

的测试能够显示该样品在连续激励下的完整性能。

根据测量结果，一些材料间的比较总结如下 ：首先，

如图 6（a）所示，拥有相同构成材料和几何形状的 5 号

和 6 号样品的磁滞回线得以绘制，并且表明了磁芯的相对

磁导率确实可以由磁芯的填充系数控制；其次，在图 6（b）

中，拥有相同几何尺寸，相同相对磁导率但不同构成材料

的样品 6 和 7 尽管在励磁的初始阶段拥有类似的磁性，但

是随着励磁的继续增加，铁硅铝材料的样品会更快进入饱

和阶段，并且此磁芯的饱和特性能够由阻尼振荡法进行量

化。为了最小化剩磁的影响，所有的数据均采用了退磁阶

段收集的数据。

图 6 样品的磁滞回线对比结果

图 6 样品的磁滞回线对比结果图 6  样品的磁滞回线对比结果

此外，各个样品的饱和特性也在图 7 中绘制 ：理论上，

对于样品 2、样品 5 和样品 6，在 40000A/m 的磁场强

度激励下，该组样品都应该表现出 1.05T 的磁感应强度。

相应地在图七的测量结果中，对应的测量值确实能够证实

该理论值的正确性。此外，不同于传统设计过程中磁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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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磁滞回线是由固定的相对磁导率计算得出，通过 Bs&T 

Pulse 的测量，所有样品的磁滞回线都可以动态地绘制出

来作为设计参考。对于样品 7，由于材料的不同，该样品

应该拥有更高的饱和磁通密度也得以正确地反映。

值得澄清的是，关于品质因数的测量仍存在一些难点。

在 Bs&T Pulse 的系统结构中，阻尼振荡的过程实际上是

由存贮能量的电容和被测物共同完成，其中被测物的等效

串联电阻则是测量的目标。当电容的容值一定的时候，振

荡环节的串联电感可以在电流变化率为零的时候直接由电

压 / 电流值计算得到。但是事实上，这个等效电阻值仍取

决于振荡环节的频率以及电容的等效电阻值。尤其是在振

荡频率达到数百赫兹之后，这些干扰因素难以补偿。尽管

如此，只要维持相同的测量条件，对不同的样品进行品质

因数的比较仍有其现实意义。

结论

铁粉芯的广泛应用不仅为业界带来了新的活力，也

带来了许多应用和测量验证上的挑战。事实上传统的小信

号测量方法难以满足磁芯制造和实际应用的需求。Bs&T 

Pulse 能够充分弥补小信号测量的不足，为磁粉芯的测量

验证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持。在 Bs&T Pulse 的帮助下，磁

粉芯的应用潜力必能得以延续和凸显。

最后，通过测量结果被测样品作为电感的品质因数在

图 8 中展示。在传统的测量方法中，尤其是再高频测量情

况下，由电压 / 电流双通道的相位偏移引入的测量误差难

以避免。即使采用了一定的补偿方法，由系统测量延迟带

来的误差也难以估计。但在 Bs&T Pulse 系统中，电压 /

电流采样选取了相同的通道，这样能尽量避免测量延迟带

来的误差。在电感品质因数的测量和数据处理中，这种单

通道测量的概念依旧得到延续。

图 7 样品的饱和特性测量结果
图 7  样品的饱和特性测量结果

图 8  样品的品质因数测量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