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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体成型电感是由座体系将绕组本体埋入金属粉末内部压铸而成的。常用的金属粉末有还原铁粉，羰基粉，

合金粉。文章综述介绍了一体成型电感的电流，一体成型电感工艺流程，一体成型电感对铁粉芯软磁材料的要

求，一体成型电感磁性粉末的特性，一体成型电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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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电子终端产品不断向“小型化，集成化，多功能

化，大功率化”等方向发展，传统的插装电感器已经不能

适应下游整机的需求，而体积小，成本低，低损耗，屏蔽

性能优良，可靠性高，适合于高密度表面安装的一体成型

电感在消费电子、数码产品、移动通信、计算机、高分辨

率电视机、机顶盒、交换机、路由器、光纤通信设备、广播、

卫星、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逐步成

为电感市场的主流方向。

一体成型电感磁路封闭，具有良好的磁屏蔽性，不会干

扰周围的元器件，也不会受临近的元器件的干扰（EMI 性能

良好），有利于元器件的高密度安装，一体化独石结构，密

度高，机械强度好，可靠性高，耐热性，可焊性好，形状规则，

整齐，适合于现代化的自动化表面安装流水线生产工艺。

一体成型电感是由座体系将绕组本体埋入金属粉末内部

压铸而成的。常用的金属粉末有还原铁粉、羰基粉、合金粉。

文章综述介绍了一体成型电感的电流，一体成型电感

工艺流程，一体成型电感对铁粉芯软磁材料的要求，一体

成型电感磁性粉末的特性，一体成型电感的特点。

2 一体成型电感与传统电感区别

一体成型电感一般由座体和绕组本体组成，其基体是

将绕组本体埋入金属磁性粉末内部压铸而成，后置 SMD

引脚为绕组本体的引出脚直接成形于座体表面。而且一体

成型电感封闭的磁路设计，具备抗电磁干扰强，可避免由

于结构造成的超低蜂鸣声及噪音，可高密度安装。其电感

小体积、大电流、低耗损等优势，在高频和高温环境下可

保持优良的温升电流及饱和电流的特性。其电感为 SMD

结构设计，安装上方便快捷，可避免使用时既不会损坏电感，

又能提高生产效率。图 1 示出一体成型电感。

图 1  一体成型电感

常规普通型的功率电感是分带磁罩和不带磁罩两种，

主要由磁芯和铜线组成。因此在电路中主要起滤波和振荡

作用。但是缺点是不能在大电流的工作环境下应用。因为

常规普通电感应用的环境温度受限于高温时饱和磁通密度

下降，故对于工作热稳定性较差。

3 一体成型电感的电流

3.1  一体成型电感饱和电流和温升电流

一体成型电感饱和电流和温升电流是产品设计时需要

考虑的两个重要的因素。

(1) 饱和电流 Isat

以电感量变化，随着通过电感的电流的增加，磁密度

会增加，当达到磁饱和时，电感的感量会急速下降，一般以

感量下降 30％时的电流值为标准。饱和电感是一种磁滞回

线矩形比高，起始磁导率高，矫顽力小，具有明显饱和点的

电感 ；在电子线路中常被当作可控延时开关元件来使用。

(2) 温升电流 Ir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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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升电流是指当电感工作时，电感的温度上升较周围

环境温度上升一定温度时的电感工作电流。大多数厂家定

义温度上升 40℃时为电感的温升电流值。 

3.2  一体成型电感电流参数公式

（1）品质因素 Q

表示线圈质量的一个物理量，Q 为感抗 XL 与其等效的

电阻 R 的比值，即 Q=XL/R。线圈的 Q 值愈高回路的损耗

愈小。线圈的 Q 值与导线的直流电阻，骨架的介质损耗，

屏蔽罩或铁芯引起的损耗，高频趋肤效应的影响等因素有

关。线圈的 Q 值通常为几十到一百。

（2）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是指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的工作电流。

4 一体成型电感工艺流程

(1) 绕线

金属线圈材料主要分扁平线和圆铜钱两种。将铜钱依

规定要求绕制固定形状尺寸（线圈）。

(2) 点焊

将绕制好的线圈使用电流熔焊接到料片脚上。

(3) 成型

将点焊好料片放入模具，使用液压冲压机将铁粉包裹

冲压成型。

一体成型电感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从低端到高端分

别是油压机、机械压机、伺服器压机。伺服器压机是生产

工艺精度最高的方式。

(4) 喷砂

喷砂机使用玻璃砂喷冲成型产品表面打磨。

(5) 上胶

将成型产品表面依客户要求喷涂相应油漆。

(6) 喷码

按客户要求在产品上喷印产品标签。

(7) 折弯脚

使用自动设备将成型产品多余料片切除，端脚弯折平

贴产品表面。

(8) 测试

运用设备测试依客户要求对产品电气性能检测。

(9) 外检

检查外观是否满足客户要求。

(10) 编带

按客户要求将检测合格成品放入编织载带中，便于终

端客户使用。

(11) 包装

将编织好的载带盘放入包装箱中，满足运输要求保证

产品不受损坏。

5 一体成型电感对铁粉心软磁材料的要求

(1) 颗粒粒度

铁粉心材料的颗粒粒度直接关系到电感涡流损耗，由

涡流损耗系数与晶粒半径的平方成正比的关系可知，粒度

越细涡流损耗越低 ；另一方面颗粒粒度越细，磁导率越小，

不利于电感量的提高。

(2) 绝缘层厚度

铁粉表面的绝缘层越厚，电阻率越高，涡流损耗越低。

然而，随绝缘层厚度的增加，磁性材料铁粉的填料比降低，

导致磁导率降低。因此，在绝缘层包覆完整的情况下通常

希望绝缘层越薄越好。

(3) 绝缘层粘附性

一体成型电感压制成型时的压力越大，磁导率越高，

电感量越大。若铁粉心绝缘层和铁粉的粘附性很差，压力

稍大就会导致铁粉表面的绝缘层破裂，从而降低绝缘效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增大压力对磁导率的提高是有极限的，

过大的压力对模具的损伤也是限制成型压力的一个因素。

(4) 绝缘层的热稳定性

压制成型后的热处理可以减小电感制成型过程中产生

的残余应力，降低磁滞损耗。若绝缘层的热稳定很差，绝

缘层的电阻率随温度升高急剧减小，会导致涡流损耗增大。

综上所述，铁粉材料具有合适的颗粒粒度，薄的绝缘

层，良好的粘附性和热稳定性，对制备一体化成型电感的

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6 一体成型电感磁性粉末的特性

一体成型电感一般选用的都是漆包线，也叫绝缘导线。

它有两部分构成：座体和绕组。而磁性粉末就是埋入座体当中。

6.1  一体成型电感常用的磁性粉末

埋入座体的磁性粉末一般有还原铁粉、羰基铁粉、合

金铁粉等。

(1) 还原铁粉

还原铁粉的电感量很高，同时它的制作工艺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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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电流特性和腐蚀性很差，价格也便宜。

还原铁粉一般由四氧化三铁在高热条件下在氢气流或

一氧化碳气流中还原生成，主要成分为结构疏松的单质铁。

还原铁粉是不规则状，不易包覆绝缘处理， 插件电感（DIP）

的产品基本上用这种粉做。

(2) 羰基铁粉

羰基铁粉的电感量低，腐蚀性差，但是电流特性好，

它的制作工艺很复杂，同时价格也高。

羰基铁粉是通过 CO 与铁在高温高压下反应，生成与

羰基铁油状物，经低压分离后得到产品，羰基铁粉活性很

大，正常情况放置一段时间后，会发生自动团聚。贴片电

感（SMD）产品用羰基铁粉，由于羰基铁粉是颗粒呈球形，

所以相对绝缘要高一点。

(3) 合金铁粉

合金铁粉和其他两个磁性粉末不太一样。它的电感量

是居中的，腐蚀性和电流特性都很好， 制造工艺也很简单，

但是它的价格也是比其他两个磁性粉末贵很多。

合金粉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元经部分或完全合金化

而形成的金属粉末。所以合金粉的防锈效果很好。

铁硅系合金软磁粉末以铁硅为基础，将合金材料高温

熔化后，在高压气体作用下反复粉碎雾化，生产出极微小

的球状金属粉末，这就是金属软磁合金粉心的原材料。

通过优化设计，针对高频大电流等不同应用领域开发

出不同的合金粉末，确保成型后的产品具有优异的直流偏

置特性和损耗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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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雾化铁硅铬

粉末具有更低的损耗和更好的饱和特性，以及良好的球形

度以确保一体成型电感具有更好的绝缘可靠性。

6.2  一体成型电感的配粉

一体成型电感常用的金属粉末有还原铁粉、羰基铁粉、

合金铁粉，它们的区别 ：

一体成型电感有插件电感（DIP）和贴片电感（SMD）

两种，且都是压铸成型，一体成型电感对粉末绝缘处理要求

比较高，大多数用还原铁粉和羰基铁粉，也有的用合金铁粉。

还原铁粉是不规则状，不易包覆绝缘处理，DIP 的产

品基本上用这种粉做。还原铁粉电流特性比较好，但是防

锈效果比较差以及感值量低，同时需要喷漆处理，可以使

用表面处理剂增加防锈效果。

SMD 产品用到羰基铁粉，由于羰基铁粉是颗粒呈球

状，所以相对绝缘要高一点，但是磁导率不高。

合金粉防锈效果比较好，感值量高，但是电流特性比

较差。

表 1 列出一体化成型电感粉末的特性和区别。

表 1    一体化成型电感粉末的特性和区别
项目 还原铁粉 羰基铁粉 合金粉

电感量 高 低 居中
电流特性 差 好 好
耐蚀性 差 差 好
价格 便宜 高 高

制作工艺 复杂 复杂 简单

7 一体成型电感的特点

一体成型电感是由数控自动绕线机绕制好的空心线

圈，植入特定的模具，填入磁心粉末，高压压制成型，高

温固化后加一防氧化涂层而成的一体化结构的电感器。

7.1  一体成型电感的优点

（1）高饱和

生产一体成型电感常见的材料为羰基铁粉。这种材料

的 BS 值较高，因此使用羰基铁粉成型的电感产品一般具有

优良的饱和特性。

（2）大电流

体积小，直流电阻小，输出电流大 ：线圈匝数少，因

而直流电阻小，铁粉有很好的导热性能，可通过大电流，

储能高，抗饱和 ；它的输出电流值可到 60A，比较于传统

的电感高 37.5％左右。具有很好的耐电流叠加特性。  

（3）闭合磁路

全屏蔽结构绿色环保 ：器材选用全磁材成形，整个器

材外部为磁性材料，天然生成的屏蔽式结构因而磁屏蔽强，

全封闭结构，磁屏蔽效果好，可有效降低电磁干扰；磁漏小，

EMI 特性优异，对周围器材影响小 ；电磁材料是绿色环保

型产品，对整机功能的提高特别重要。

（4）高频性能

作业频带宽 ： 生产一体成型电感常见的材料为羰基铁

粉。 羰基铁粉具有颗粒小（10μm 以下），活性大，球形颗粒，

其颗粒内部为层状结构，因此，羰基铁粉具有在高频和超高

频下的高磁通率。外表电阻率高，涡流损耗小，高频损耗低，

作业频带可由几十赫兹到高达 5MHz 的宽频带下运用。

（5）降噪工艺

当电路中有额定频率的电流通过线圈时，铁芯内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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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同样频率的交变磁通，此交变磁通会让铁芯内部产生

伸缩变量，称为 ：铁芯畸变量，此铁芯畸变量会产生频率

为电源频率 2 倍的振幅能量，经由磁路周围的介质，毫无

衰减的向外传播，在铁芯的外壁产生声音压。

耐冲击噪音低 ：一体成型电感器采用粉末冶金工艺，

将粉末与线圈整体包覆，磁心与线圈紧密，磁心内部空隙

较少，粉末冶金压铸结构克服了传统电感器易碎和噪音大

的缺点。传统的器材选用绕制工艺，绕组与磁性材料之间

不可避免存在空隙，运用时会呈现高频噪音困扰，传统的

电感有十分大的噪音。

（6）损耗低，耐热性好。

因为选用“集成化”结构，全磁材成形，传热快，散

热面积大，线圈散热好，软磁粉末颗粒小，外表电阻率高，

涡流损耗小，从而大大降低温升和整机损耗。

（7）可靠性高，一致性好，具有优秀的磁功能稳定性

和温度稳定性。

在生产工艺上有其他任何软磁材料不具备的独有特性，

就是具有杰出的功能可控制性和形状可控制性。可由控制

和改变软磁粉末的合理调配等生产工艺条件，生产出各种

具有共同功能的电感器。生产自动化程度高，可批量生产。

（8）外形，尺寸多样化。

① 产品外形，尺寸多样化设计。

主 流 的 一 体 成 型 电 感 尺 寸 ：2.5×2×1mm，

4×4×2mm，5×5×3mm，6×6×1.8/3/5mm，

10×10×4mm，12×12×5.6mm。

② 电极外型多样化设计。

（9）运用方便。

选用编带包装，便于自动贴片作业。

（10）应用范围广。

LED 照明等，PAD 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服务器、

智能手机、显卡、个人导航系统、DC/DC 转换器、多媒

体设备等都会用到一体成型电感。

7.2  一体成型电感的缺点

（1）绝缘

绝缘包含三部分 ：① 粉末绝缘 ；② 线圈绝缘 ；③ 线

圈与粉末绝缘。

解决办法 ：粉料配置的工艺配方。

(2) 内部裂纹

位置：一体成型电感的内部裂纹通常出现在两个位置：

线圈周围，产品中柱。

危害 ：① 特性损失 ；② 电感异音 ；③ 产品开裂失效。

解决办法 ：① 改善粉末配方和工艺 ；② 增加成型保

压时间 ；③ 改善粉末基本特性 ；④ 改善产品设计。

(3) 异音

成型后的产品中柱会分布一定的气隙。

异音机理 ：依据磁路的欧姆定律知，空隙处礠阻远大

于无磁隙处 ；磁隙越大，泄露磁场就越大，泄露磁场造成

磁场方向的扭曲，形成于磁隙处的磁通拥挤现象。因此，

在磁隙处因电磁振动而产生的噪音远大于无磁隙处（有实

验测得，约高出 10db）。

(4) 高频损耗

解决办法 ：① 提高粉末绝缘能力 ；② 采用合金粉料 ；

③ 改善产品设计。

(5) 层间短路

概念 ：层间短路是指一体成型电感器在成型过程中，

出现的线圈与线圈之间绝缘被破坏而短路现象。

原因 ：① 多层线圈跨线绕制 ；② 成型时候线圈变形

严重，线圈和线圈间错动导致其绝缘破坏 ；③ 线圈在成型

时，线圈间压入金属异物刺破绝缘层。

解决办法：① 管控圧力；② 提高粉末绝缘膜的牢固性；

③ 改善绝缘工艺 ；④ 改善绕线工艺。

（6）铁芯老化

描述 ：铁粉心产品普遍存在老化问题，一般长时间处

于工作状态会加快铁心老化速率。

主要原因 ：温度影响因素 ：① 磁心的材质，工艺，散

热条件，几何尺寸，交流磁通密度及频率 ；② 铁粉心材料高

频涡流损耗特性和磁特性 ；③ 铁粉心绝缘及粘结剂的老化。

解决办法：① 提高缓绝缘层定性；② 采用无机粘结剂；

③ 采用合金原料。

（7）生锈

原因 ：① 喷漆前一体成型电感表面有水分 ；② 制粉

环境，成型环境，喷漆环境未管控 ；③ 材料不具备一定的

耐腐蚀能力。

解决办法 ：① 管控制粉环境，成型环境，制程环境，

喷漆环境，存储环境的温湿度 ；② 选择耐蚀材料 ；③ 优

化粉末配方 ；④ 盐雾试验抽检产品。

现状 ：目前最好的免喷漆产品可以做到 5％ NaCl 盐

雾试验可达 96H 不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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