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钒添加对MnZn功率软磁铁氧体

机械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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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氧化物湿法陶瓷工艺，对MnZn功率软磁铁氧体主配方与复合添加剂进行研究，深入了解软磁功率铁氧体材

料中钒添加对其机械强度的影响。利用V2O5添加剂的助熔/促进晶粒增长的作用，控制铁氧体材料固相反应进

程，调控晶粒/晶界显微结构，提高材料的机械强度。明确了V2O5添加剂对MnZn功率软磁铁氧体抗弯强度的改善

作用，为提高其机械强度提供了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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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电子等领域发展日新月异，同

步促进了该领域磁性材料的发展。这些领域所用到的软磁铁

氧体材料 / 磁性器件除了具备高磁导率、高饱和磁感应强度、

低损耗等优良的电磁性能，还需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靠性。

其中，软磁铁氧体材料 / 磁性器件的机械强度是影响其可

靠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磁性器件抗弯强度过小，可导致

磁芯在制作或使用过程中产生断裂而失效。以往由于应用场

景的不同，对软磁铁氧体材料 / 磁性器件的抗弯强度没有

特别要求，也未将该特性作为技术控制参数。随着功率电子

器件的高频化以及应用场景的多样化，尤其是车载等应用场

景对软磁铁氧体材料 / 磁性器件的稳定性、可靠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1]。在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相关客户的高要求推

动下，国内多磁性材料生产厂家已经开始关注铁氧体材料的

机械强度，并各自根据自身的技术条件，从材料或工艺技术

方面开展相关研究与技术开发，以提高材料抗弯强度，满足

用户使用要求。笔者采用传统的氧化物陶瓷工艺制备新能源、

汽车电子领域用的软磁铁氧体材料，并通过对材料主配方及

复合添加剂的研究，深入探讨功率软磁铁氧体材料钒添加对

其抗弯强度的影响，利用 V2O5 添加剂的助熔 / 促进晶粒增

长的作用，以达到改善材料机械强度的目的。

2 实验方法

2.1  实验流程

原料预处理→一次配料→一次球磨混合→干燥→预烧

→二次配料→二次球磨混合→干燥造粒→压制成型→烧结

→测试

2.2  实验流程

以高纯 Fe2O3(Fe2O3 ≥ 95%)、Mn3O4(Mn ≥ 71%)

和 ZnO(ZnO ≥ 99.7%) 为 主 配 方 原 材 料， 按 照

53.0mol% ：37.5mol% ：9.5mol% 的配方进行配料，经

行星球磨机湿混球磨 150 分钟后烘干，放置于 910℃的马

弗炉中保温 2 小时预烧，之后在二次配料时每份掺入等量

添加剂（CaCO3 ：400PPM ；Nb2O5 ：300PPM），并依

次分别加入改性添加剂 V2O5 ：0，0.10wt%，0.20wt%，

0.40wt%，0.60wt%，0.80wt%， 进 行 组 合 掺 杂 ；采

用行星球磨机湿法磨料，干燥后加入 10wt% 的 PVA

水溶液胶水（浓度 10%）进行造粒，造粒后使用方型

模具和环型模具压制成尺寸为 50×10×10cm 试样和

Φ25×Φ15×8cm 试样，按照 V2O5 添加剂的添加量编制

试样编号，然后把坯件试样放于钟罩炉中，设置烧结工艺

曲线，其中最高温度为 1320℃保温 4h，降温速度为 3℃ /

m 的烧结条件进行烧结。

2.3  测试仪器

烧结后的样品，采用 SEM 扫描电镜观察样品断面的显

微形貌，用平均截距法确定样品平均晶粒尺寸，采用阿基米

德排水法测试烧结后样品的密度，采用 HP4284 电桥测试

样环电感并通过其电感计算出磁导率（μi），采用 BH 分析

仪 SY-8218 测试样环的功率损耗（Pcv）及饱和磁感应强度

(Bs)，采用机械强度试仪 SH-2K 测试方型样件的抗弯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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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性能测试

3.1  样品环测试

烧结后的样环，在温度为 25±3℃的环境下静放

48h，使用 HP4284 电桥测试其电感（L），测试条件 ：

f=1kHz ；U=0.25V ；N=10Ts ；之后根据圆环 L 与 μi 换

算公式计算出 μi 值，测试数据见表 1 ；使用 SY-8218 功

耗仪测试样环的功率损耗（Pcv）及饱和磁感应强度 (Bs)，

其中 Pcv 测试条件 ：f=100kHz，B=200mT, 25-120℃ , 

Bs 测试条件 ：f=1kHz，H=1194A/m, 25℃和 100℃，

测试数据分别见图 2、图 3 ；将样品环打破，采用扫描电

镜观察样品的断面形貌，倍数 2000X，测试结果见图 1。 

3.2  方形样件测试

烧结后的方形样件，采用阿基米德排水法测试烧结样

品环的密度，测试数据见表 2 ；在温度为 25±3℃的环境

下静放 48h 后，使用 -SH-2K 自动强度试仪，测试其抗

弯强度，测试条件为 ：三点法，速度 20mm/min，间距

35cm。测试数据见下图 4。

4 实验结果与讨论

4.1  物相及显微结构

表 1 和图 1 分别为不同 V2O5 掺杂量样品的烧结后密

度和断面的 SEM 照片，可以看出，未添加 V2O5 材料的

样品其密度较低，微观结构不够致密。随着 V2O5 掺杂量

的增加，样品密度逐渐增大后开始降低，但均高于未添加 

V2O5 的样品。图1（b）~(e)的V2O5 添加量分别为0.10wt%、

0.20wt%、0.40wt%、0.6 wt% 的样品图像，从各图中

可以看出，V2O5 添加后，样品内部气孔减少，晶粒均匀，

微观结构致密。在 V2O5 添加量为 0.60wt% 时，样品密度

达到最高值，样品气孔率最小，晶粒均匀致密。在 V2O5

添加量为 0.80wt% 时，由于添加量过大，晶界处及大晶

粒内气孔增多，晶粒异常增长且大小不均匀，样品密度降低。

由此可见，不同 V2O5 添加量对材料的微观结构影响较明

显。这是因为 V2O5 的熔点为 690℃，在铁氧体烧结过程中，

适量的V2O5 的加入会形成液相烧结，有利于提高反应速度，

促进固相反应的进行，提高材料的烧结样品密度，降低晶

表 1 ：不同 V2O5 掺杂量样品烧结后的方形样件密度
V2O5 添加量 /wt% 0 0.10 0.20 0.40 0.60 0.80

烧结密度 d/g·cm–3 4.781 4.803 4.824 4.868 4.886 4.862

图 1   不同 V2O5 掺杂量样品的断面 SEM 照片 :(a)0 wt%,(b)0.10wt%,(c)0.20wt%,(d)0.40wt%,(e)0.60wt%,(e)0.80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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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显示未添加 V2O5 的样品和不同 V2O5 添加量对

功率损耗的影响，随着掺杂 V2O5 的量的增加，MnZn 功

率铁氧体常温（25℃）和高温（100℃）时的功率损耗先

减小后增加，在 V2O5 掺杂量为 0.60wt% 时最小，掺杂量

为 0.80wt% 时功率损耗快速升高。在 100KHz 频率下的

功率损耗主要是磁滞损耗，适量的添加 V2O5 会形成液相

烧结，可促进晶粒均匀生长更致密，降低材料磁滞损耗从

而使总损耗降低。但 V2O5 的添加量过多，晶粒生长迅速

以致晶粒内气孔增多，致密性降低，μi 和饱和磁感应强度

Bs 降低，致使磁滞损耗增大 [3]，导致材料功率损耗升高。

界和晶粒内的气孔率 [2]，对增大材料平均晶粒尺寸，促进

晶粒生长均匀性均有帮助。

4.2  电磁性能

表 2 中显示未添加 V2O5 的样品磁导率最低，随着

V2O5 添加量的增加，磁导率逐渐上升，在 V2O5 添加量为

0.80wt% 时磁导率又开始出现降低。因为随着 V2O5 的添

加量增加促进了晶粒快速生长，促使样品密度提高，晶粒

也逐渐加大，从而磁导率也逐渐增大。但是， V2O5 添加量

过高时使大量 V5+ 进入铁氧体尖晶石相 B 位，使晶粒异常

增长且大小不均匀，样品密度降低，导致磁导率降低 [2]。

图 2 显示的是未添加 V2O5 的样品和不同 V2O5 添加

量对饱和磁感应强度的影响，随着掺杂量 V2O5 的增加，

MnZn 功率铁氧体的饱和磁感应强度随 V2O5 添加量的增

加而先升后降，在 V2O5 掺杂量为 0.60wt% 时最大，其变

化趋势和烧结密度、磁导率的变化基本一致。一般烧结铁

氧体的平均晶粒尺寸会远大于单畴晶粒临界尺寸 2.8μm，

晶粒生长均匀，内部气孔少，密度高，磁化机制以畴壁位

移为主，根据 Globus 给出的牵制畴壁位移的晶界钉扎模

型，平均晶粒尺寸对起始磁导率的影响很大，即 μi 随平均

晶粒尺寸的增大而升高，V2O5 主要存在于晶界，适量掺杂

V2O5 能有效促进晶粒均匀生长，促进材料致密化 [3]。但过

量的 V2O5 添加又会造成晶粒异常生长，晶粒内气孔增多

密度降低，从而导致饱和磁感应强度下降。

表 2 ：不同 V2O5 掺杂量样品烧结后样环测试的磁导率
V2O5 添加量 /wt% 0 0.10 0.20 0.40 0.60 0.80

磁导率 μ ｉ 2120 2230 2310 2390 2470 2360

图 2   不同 V2O5 掺杂量对 MnZn 功率铁氧体

饱和磁感应强度的影响

图 3   不同 V2O5 掺杂量对 MnZn 功率铁氧体功率损耗的影响

4.3  机械强度性能

图 4 中显示未添加 V2O5 的样品和不同 V2O5 添加量

对样品抗弯强度的影响，随着 V2O5 掺杂量的增加，MnZn

功率铁氧体样品的抗弯强度逐渐升高，在 V2O5 掺杂量较

少时抗弯强度提升幅度小，掺杂量越多抗弯强度提升幅度

越大，掺杂量为 0.80wt% 时抗弯强度最大。MnZn 功率

铁氧体磁芯的抗弯强度是由材料晶体结构决定的，其抗弯

强度主要受晶粒之间结合力的影响，通过合适的添加剂和

合理的烧结温度、细化晶粒尺寸，抑制晶粒异常长大，消

除内部应力，可以提高其抗弯强度。一般来说，密度高的

磁芯其晶粒和晶界上的气孔较少，晶界的结合力就高，烧

结后的冷却过程中，氧离子不容易从孔隙渗透入晶界及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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