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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铁硅铬粉末具有优异的防锈性能，高饱和磁感应强度，低损耗特性等，广泛应用于一体成型电感。雾化法制备
的铁硅铬粉末具有低的损耗和高的饱和特性，以及良好的球形度以确保一体成型电感具有良好的绝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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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体成型电感具有体积小、损耗低、耐大电流、稳

3 雾化法制备 FeSiCr 软磁合金粉末
3.1 水雾化法制备 FeSiCr 软磁合金粉末［4］

定性高等特点 , 在移动通信、电子产品、汽车电子等领域

采用工业纯铁（纯度大于 99.9％）、金属硅（纯度大

有着广泛应用。目前 , 制备一体成型电感的主要材料为

于 99％）和高纯铬块（纯度大于 99.9％）进行合金熔炼

FeSiCr 软磁合金粉末 , 其具有高磁导率、中高频磁损耗低

和雾化，合金成分见表 1。

等特点。
铁硅铬粉末具有优异的防锈性能，高饱和磁感应强度，

表 1 铁硅铬合金粉末成分（质量分数％）

低损耗特性等，广泛应用于一体成型电感。雾化法制备的

合金元素 Fe Si Cr
C
P
S
内容 Bal 4.0 5.0 ≤ 0.02 ≤ 0.03 ≤ 0.03

铁硅铬粉末具有低的损耗和高的饱和特性，以及良好的球

将原料按合金成分配比在中频感应炉中进行合金熔

形度以确保一体成型电感具有良好的绝缘可靠性。

炼，熔化温度为 1500℃，合金熔炼过程中采用氮气作为
保护性气氛，减少合金氧化和烧损。熔化后的金属液从中

2 FeSiCr 合金元素成分

间包过渡进入雾化区后，被高压雾化水破碎成金属液滴，

铁硅系合金软磁粉末以铁硅为基础，通过优化设计，

并冷却凝固成粉末，雾化后的粉末再经水粉分离，真空干

针对高频大电流等不同应用领域开发出不同的合金粉末，

燥等处理。图 1 为水雾化工艺制备 FeSiCr 软磁合金粉末

确保成型后的产品具有优异的直流偏置特性和损耗特性。

的工艺流程图。

由于 Cr 可以提高材料的塑性，机械强度以及在恶劣
环境中的抗腐蚀能力，通过在 FeSi 合金中添加 Cr 得到

图 1 水雾化工艺制备 FeSiCr 软磁合金粉末的工艺流程图

FeSiCr 合金粉末制成的磁粉心，可以在 200℃有效工作，
高温下耐老化能力强。与纯铁粉相比，由于添加了 Si、Cr
两种元素，FeSiCr 具有不易老化，功率损耗低，直流叠加
特性优良等特点。与同类材料相比，FeSiCr 的密度和可塑
性比 FeSiAl 好，FeSiCr 磁粉心的直流叠加特性同 FeNi 磁
粉心相当，功耗损耗略高于 FeNi 磁粉心，但是制备成本比
FeNi 磁粉心低很多。因此在低压大电流，大功率密度以及
高频应用场合，FeSiCr 磁粉心具有重要的应用需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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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控制优化水雾化压力、水流量、合金熔炼温
度等雾化工艺参数，制备出粒度细小、氧含量低、形貌较
为规则的 FeSiCr 合金粉末。
（2）随着雾化圧力和熔体温度的提高，粉末粒度逐渐
减小，粉末含氧量降低，水流量越小，所得粉末粒度越细，
松装密度越高，流动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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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佳工艺参数为 ：熔体温度 1750℃，雾化水压

随着包覆液用量的增加，磁粉样品在相同频率下的磁导率

50MPa，水流量 15.24L/min ，所制得的合金的粉末氧

降低，但品质因数却会增大。由此可见，对合金粉末表面

含量为 1114.32×106，平均粒度 D50 为 19.01μm，形

包覆适当的硅氧化物层，既可提高合金粉末的表面电阻率，

貌较规则。

同时也可以提高 FeSiCr 合金磁粉的电性能。

粒度细小，氧含量低，形貌规则的水雾化 FeSiCr 合

采用 SiO2 对 FeSiCr 磁粉进行包覆，提高 SiO2 的含

金粉末，应增加熔体温度和雾化水压力，减小雾化水流量。

量可以提高磁粉电阻率、截止频率以及直流叠加特性，但

3.2 气雾化法制备 FeSiCr 合金软磁粉末 [5]

会致使磁粉密度、磁导率、饱和磁化强度和品质因数下降

采用真空高压惰性气体雾化法制备了 FeSiCr 合金软

的结果 ；实验还显示，对磁粉磷化处理后再进行 SiO2 包

磁粉末，适合的雾化参数为雾化压力 4.5MPa，金属熔体

覆所制备的合金磁粉心，其功率损耗特性、截止频率以及

温度为 1500℃，导液管内径为 5mm，通过场发射扫描电

直流叠加特性优于仅经过磷化处理或者仅包覆 SiO2 制得

镜对粉末微观形貌进行了研究，气雾化法制备的 FeSiCr

的 FeSiCr 磁粉心，但其密度、磁导率、饱和磁化强度和

粉末颗粒大部分为近球形，且粉末粒度分布比较均匀。

品质因数变差。

4 FeSiCr 软磁粉末表面绝缘包覆

5 FeSiCr 合金磁粉压制成型 [8]

4.1 磷化处理工艺 [6]
研究了磷化处理工艺对 FeSiCr 合金磁粉性能的影响。
结果显示 ：随着磷酸浓度的增加，合金磁粉的功率损耗先
减小后增加，磷酸浓度为 1.5wt％时合金磁粉具有最低的
功率损耗，提高磷酸浓度可以提高合金磁粉的直流叠加特
性以及截止频率，但其密度、磁导率、饱和磁化强度、品
质因数将会下降 ；增加磷化温度将会降低合金磁粉的密度、
功率损耗特性、磁导率、饱和磁化强度以及品质因数，但
增加磷化温度却可以提高 FeSiCr 合金磁粉的截止频率和
直流叠加特性 ；磷化时间为 1h 时合金磁粉功率损耗最低，
增加磷化时间会降低合金磁粉密度、磁导率、饱和磁化强
度和品质因数，提高其截止频率以及直流叠加特性。

4.2 采用 SiO2 对 FeSiCr 磁粉进行包覆 [6，7]
首先对 FeSiCr 金属粉末经 0.9％磷酸磷化处理，然
后对其采用 SiO2 进行包覆。

在对合金粉进行绝缘包覆后要对粉料进行成型，而成
型主要是通过压制来完成的。坯体的压制密度与成型压力
有很大的联系。压坯致密化主要是通过颗粒的填充来实现
的，一般来说，成型圧力愈大，颗粒填充越充分，压坯的
空隙越少。压坯的致密度越高，磁粉所占比例增大，磁粉
心的磁导率越大，磁感应强度也得到提高，但是压力的增
加会使得晶体内产生更多的位错等缺陷和内应力，晶体内
位错密度增大，点阵畸变变大，应力场增加，使得畴壁移
动阻力加大，磁畴的转动变得困难，导致矫顽力增大。
成型压力为 7MPa 时磁粉心具有较好的功率损耗特
性，增加磁粉心的成型压力可以提高磁粉心的磁导率、品
质因数、饱和磁化强度，但会引起磁粉心直流叠加特性以
及截止频率的降低。
随着成型压力的增大，粉末有效磁导率增大，磁粉芯
损耗减小。但是成型压力不能过大，否则会破坏粉末绝缘层，
使损耗增大，恶化磁粉芯的性能。

利用正硅酸乙酯包覆液的水解反应，对 FeSiCr 合金
粉末进行表面绝缘处理及制备磁粉样品，在 FeSiCr 合金

6 FeSiCr 合金磁粉的热处理 [9]

粉末表面原位生成 SiO2 绝缘包覆层，通过调节正硅酸乙

热处理是影响金属磁粉心磁性能很重要的因素，一方

酯的含量，可以控制 FeSiCr 合金粉末表面 SiO2 绝缘层的

面，热处理可以提高磁粉心的机械强度 ；另一方面磁粉心

厚度。并测试了合金磁粉样品的性能参数。结果表明，经

在压制过程中残留很大的微观内应力和位错等缺陷，这会

过处理后的磁粉表面形成了均匀的氧化物绝缘层。碰粉样

针扎畴壁，阻碍畴壁的移动，增大了矫顽力和磁滞损耗。

品具有优异的表面电阻率，良好的磁导率以及高频特性。

同时降低磁导率，而通过适当的热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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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这些不利影响。
热处理工艺主要包括烧结温度，保温时间，烧结气氛
和冷却因素的选择。热处理温度对金属磁粉心磁性能的影
响尤为显著。
以水雾化法制备的 FeSiCr 合金粉末为原料，经绝缘
包覆后进行压制不同温度热处理制备磁环和磁条样品，考
察了热处理温度对其性能的影响。
研究发现，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升高，FeSiCr 合金材
料的磁导率和饱和性能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800℃
和 1000℃热处理 FeSiCr 合金材料分别获得最大磁导率和
最佳绝缘性能，当热处理温度达到 1200℃时材料磁导率
显著下降。随着热处理温度升高磁件强度升高，在热处理
过程中由于铬（Cr）原子的扩散氧化作用而获得致密的（Fe，
Cr）xOy 的氧化膜，在而 Si 元素基本没有发生扩散。
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增大，粉末有效磁导率增大，磁粉
芯损耗减小。但是温度不能过大，否则会破坏粉末绝缘层，
使损耗增大，恶化磁粉芯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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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变化）；低温时导磁率较低，虽然 0.55T 左右饱和，
但最佳工作点在 0.4T（和 T10 变化不大）。
T16 12K 的 μ-B 曲线，高温时导磁率相对较高，高
温在 0.4T 饱和，但最佳工作点在 0.15T（T10 在 0.1T，
略有变化）；低温时导磁率较低，虽然 0.55T 左右饱和，
但最佳工作点在 0.4T（和 T10 变化不大）。
结论 ：
T10 和 T16 的 PC40、12K 对比，其变化基本一致，
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在 T10 总结完的结论的准确性。
（1）PC40 和 12K 材质使用时侧重点不一样，在高
低温下，虽然 PC40 抗饱和能力也有所下降，但是远没有
12K 下降的严重，PC40 约下降 20% 左右，但 12K 下降
70-80% 左右，如果高温一定要使用 12K，建议在最高不
超过 40℃的环境下使用，同时电流工作范围控制在常温下
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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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然如果客户要求一次电流范围相对较小，可以
控制在 0.1T 以内，即常温工作电流的 20-30%，那么在
高温环境下反倒是 12K 材料占优，因为其在高温环境下导
磁率变化较小。
（3）在低温下，由于两种材料抗饱和能力相差不大，
但是 12K 材料的磁导率远优于优于 PC40，所以在低温条
件下，12K 材料可以优先使用。
（4）在没有客户特别定制的要求时 ：
① 12K 材料的优点是导磁率高，但不确定性较大，建
议工作温度设定在 40℃至 -50℃，同时将饱和点设定在常
温饱和点的 60%。
② PC40 材料建议工作温度在 60℃至 -40℃，同时将
饱和点设定在常温饱和点的 80%。
③如果客户有特别定制要求时，可以根据本文的曲线
来严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