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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温低损耗功率锰锌铁氧体材料的开发
汤小明，钟志敏，陈鑫渊，冯则坤

江西耀润磁电科技有限公司，武宁 332300

摘  要：分析了MnZn铁氧体的损耗构成，确定了获得低损耗的配方区间。引入Co2+离子改变材料的各向异性常数K1，通过

工艺优化，实验得到了最佳的烧结曲线。成功开发出了100KHz,200mT测试条件下，在25℃至140℃温度范围内，

功率损耗小于350kw/m3的宽温低损耗MnZn功率铁氧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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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ower MnZn ferrite with low
 loss in wide temperatur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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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ss composition of MnZn ferrite was analyzed, and the formula range of low loss was 

determined. CO2+ ion was introduced to change the anisotropy constant K1 of the material. Through 

process optimization, the best sintering curve was obtained. MnZn Power Ferrites with power loss 

less than 350kw/m3 Under the test conditions of 100kHz and 200mT in the temperature range of 25℃ 

to 140 ℃ wer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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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MnZn 铁氧体是现代电子工业及信息产业的基础材

料。其中功率 MnZn 铁氧体材料是铁氧体软磁材料中用量

最大的一类材料，它广泛地应用于电动汽车充电系统、太

阳能逆变器、数据中心 DC/DC 变换器等各种电子系统。

为了适应电子信息系统不断发展，多年来成功开发出了各

种新型的功率 MnZn 铁氧体材料，新开发的材料种类繁多，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功率 MnZn 铁氧体材料必须具

有小的功率损耗。早期的低损耗功率 MnZn 铁氧体材料的

开发，主要关注在某个特定温度点的低损耗特性，随着以

日本 TDK 公司 PC95 材质为代表的宽温度范围低损耗材

料的发布，全世界范围内相继有许多公司开发了各种不同

型号的宽温低损耗功率 MnZn 铁氧体材料。

宽温低损耗功率 MnZn 铁氧体材料的开发，可以实

现宽工作温度范围的高效率功率转换，而不用考虑变压

器、电感器的工作温度环境，对于新兴的电子信息系统有

着重要的意义。与 PC95 相比较，新开发的低损耗温度范

围越来越宽，由 PC95 的室温至 120℃，发展到室温至

140℃，近期又有文献报导，低损耗的温度范围扩展到了

室温至 160℃。宽温低损耗功率 MnZn 铁氧体材料至今仍

然还是热点研究课题 [1-2]。

宽温低损耗功率 MnZn 铁氧体材料的研发一直都是

依据 Co2+ 离子的引入，通过改变材料的各向异性常数 K1，

调整低损耗温度的范围。具体实施方法有二种 ：（1）三元

体系配方，以掺杂的形式引入 Co2+，通过改变 Co2+ 的掺

入量，研究低损耗的温度区间 ；（2）四元体系配方，在配

方中引入 Co2+，通过改变配方中的 Co2+ 量，研究低损耗

的温度区间。

本研究采用三元配方体系，通过在二次球磨过程中，

掺入适量的 Co2O3，研究 Co2O3 的掺入量与低损耗温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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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

2 功率损耗分析

2.1  功率损耗分离

MnZn 铁氧体材料在交变磁场作用下产生的功率损耗

P 由三部分组成，即迟滞损耗 Ph、涡流损耗 Pe 与剩余损耗

Pr，其表示式为 ：

                                           P=Pe+Ph+Pr                                 （1)

在上述三种磁损耗分量中，多数的研究分析表明，在

100kHz 频率下，剩余损耗可以忽略不计。

磁滞损耗的大小可以用磁滞回线所包围的面积的大小

来描述，单位体积材料每磁化一周的磁滞损耗值就等于磁

滞回线的面积所对应的能量。由于磁滞损耗的大小可以用

磁滞回线所包围的面积大小来描述，因此降低磁滞损耗就

必须减小磁滞回线的面积，即要求小的剩磁 Br 和矫顽力

Hc。磁滞损耗的大小是由铁氧体的化学组成和微观结构所

决定的，降低磁滞损耗就要降低磁晶各向异性常数 K l 和磁

致伸缩系数 λs，减小材料的内应力、气孔体积、杂质和位

错，提高饱和磁化强度 Ms。

2.2  功率损耗的温度特性

迟滞损耗的温度特性是材料损耗温度特性的主导因

素。如前所述，迟滞损耗与各向异性常数 K1、磁致伸缩系

数 λs，材料的内应力、气孔体积、杂质和位错，饱和磁化

强度 Ms 等有关，其中的磁各向异性常数 K1 在通常的材料

组成中在低温下为 K1<0，但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单调增加，

在高温下为 K1>0，存在一个 K1=0 的温度点。在该温度下，

损耗最小，磁导率出现二峰。有文献研究表明，对于含有

Co2+ 的锰锌铁氧体材料，各向异性常数 K1 的温度特性与

材料的功率损耗—温度特性规律相近，Co2+ 的引入可以明

显地改变功率损耗的温度特性 [3]。

3 实验研究

3.1  配方区间的选定

根据上述分析，迟滞损耗的降低与主配方的组成有很

大关系，为了获得低损耗特性，材料配方区间的选定是十

分重要的。低损耗功率 MnZn 铁氧体及高磁导率 MnZn

铁氧体的配方区间，如图 1 所示 [4]。 

图1   20℃时材料组成与各向异性常数、

磁致伸缩系数的关系

图中的 AB 线与 CD 线 ：K1=0，GH 线 ：λs=0，L 点

和 M 点 ：分别是高磁导率与低损耗材料的典型组分。

3.2  掺杂种类与烧结程序的确定

迟滞损耗的降低与科学合理的工艺过程密切相关，其

中的烧结程序是最重要的。优选的烧结程序才能使生产的

铁氧体多晶体结构精细、均匀，气孔、杂质、缺陷尽可能小，

减小材料的内应力。目前锰锌功率铁氧体材料的掺杂种类

基本上是公知的，但掺杂量及各种杂质的有效配合仍然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摸索，掺杂种类及掺杂量对材料损耗有

很大的影响。

3.3  实验方法

在工业生产中应用最多的 MnZn 铁氧体的制备是氧化

物法，本研究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制备 MnZn 铁氧体材料。

经过原材料的分析和处理，配方的计算，原料的称取投放，

一次混磨，干燥，预烧，掺杂，二次混磨，干燥，造粒，

成型和烧结等步骤制备铁氧体产品。将 Fe2O3、Mn3O4、

ZnO 等原料按一定的比例称量，进行砂磨混合 ；料浆烘

干后过筛、预烧 ；加入二次添加剂，湿式研磨至平均粒度

1μm 左右 ；烘干、过筛、加 8wt％的聚乙烯醇（PVA）胶

进行造粒，压制成密度为 3.0g/cm3 圆环，圆环尺寸为外

径 25mm 内径 15mm 高度 10mm；将坯件置于氮气炉内，

在 1280℃至 1350℃温度范围，采用优化的烧结曲线进行

烧结。

3.4  研究结果

1）、100KHz,200mT 测试条件下，材料的功耗—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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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通过合理选择材料的主配方区间，优选离子组合掺杂，

严格控制各工艺参数，对烧结曲线进行精心调整等，开发

出了 25℃至 140℃温度范围内具有较小损耗的功率锰锌

铁氧体材料。新开发的材料命名为 YR98B，材料主要特

性如表一所示。

度特性

图 2 示出了 1330℃烧结温度下，在 950℃ -1100℃

温度区间内，以三种不同升温速率方式得到的损耗 - 温度

特性。从图中可以看出，三种情况的最低功耗点基本不变，

但损耗大小稍有变化。

图 2   研发的宽温低损耗功率 MnZn 铁氧体

的功耗 - 温度特性

从图中可以看到，新开发的宽温低损耗材料在相同的

温度点显示出同样小的功率损耗，这是由于 Co2+ 的引入，

可能存在二个 K1=0 的温度点，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4]。

图 3   Co2+、Fe2+ 对材料总合和主体各向异性常数 K1

的贡献示意图 (a)，Co2+ 含量偏高时的示意图（b）

2）、材料的 Bs—温度特性

材料的 Bs—温度特性如图 4 所示。

图 4   研发的宽温低损耗功率 MnZn 铁氧体

的 Bs- 温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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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YR98B 材料的电磁特性
特性 单位 测试条件 测试值

起始磁导率 μi 25℃ 3500±25%

饱和磁通密度 Bs mT 50Hz,1200A/m
25℃   530

100℃  410

剩余磁通密度 Br mT
25℃   85

100℃   53

矫顽力 Hc A/m
25℃   8

100℃  5

功率损耗 Pcv kW/m3 100kHz,200mT

25℃   345

60℃   318

100℃  305

120℃  317

140℃  345
电阻率 ρ Ω.m 6

居里温度 Tc ℃ >215
密度 kg/m3 4.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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