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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电感生锈分析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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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考虑到通信设备会被用在较为恶劣的环境中，因此对

于通信设备单板上物料的环境适应性要求也非常之高。功

率电感因其所采用的磁芯材料在温湿度高、盐雾等环境中

存在易生锈的问题，在设计功率电感时也就有必要防止生

锈，保证应用端正常使用。本文主要针对功率电感生锈的

这一不良现象进行分析，探究出现生锈现象的机理，如何

影响功率电感的参数，以及提出预防生锈的解决方案。

1 功率电感生锈机理

1.1  功率电感简介

电感的本质是以磁场形式临时储存电能，并可在一定

条件下将储存的磁场能以其他能量形式释放出来的一种部

件。由于涉及到磁场能，所以一般会使用磁体来束缚磁力

线（空心电感，塑料骨架电感等不含磁体）。

功率电感主要有涂胶类电感及一体成型（模压）电感。

二者都是由磁体及线圈组成，其中线圈使用漆包铜线绕制

且被“包裹”在磁体内部，不容易生锈，所以电感生锈一

般是指电感的磁体生锈。

1.2  功率电感生锈类型

电感生锈，其本质是一种腐蚀，腐蚀是材料和周围介

质发生化学反应或电化学反应所引起的材料损伤现象。

图 1   涂胶类电感工艺流程图

Core 及涂胶用的磁胶中都含有磁粉，由于磁胶中大

量的胶水可对其内部的磁粉起到一定防护作用，所以涂胶

类电感主要是工字 Core 的生锈。

一体成型电感生锈主要是指磁体锈蚀，磁体由原粉处

理、造粒、压制、固化后形成，其中任何一项处理不当都

会导致磁体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锈蚀。

图 2   一体成型功率电感工艺流程图

表 1 腐蚀的种类
腐蚀

种类
定义 特点 举例

化学

腐蚀

金属直接与

腐蚀介质发

生化学反应

而产生腐蚀。

在化学腐蚀

过程中不产

生电流

铁在高温空气中氧化、

脱碳、氢蚀等，涂胶

电感工字 core 的烧结

氧化，电感的高温存

储时表面氧化。

电化学

腐蚀

金属与电解

质溶液接触，

形成原电池

或微电池，发

生电化学作

用而引起腐

蚀。

在电化学腐

蚀过程中产

生电流

金属在潮湿空气、海

水或电解质溶液中的

腐蚀，电感双 85 高温

高湿时锈蚀。电感盐

雾实验时锈蚀。

电感在高温存储时产生 FeO、Fe3O4、 Cr2O3（含 Cr

的合金软磁粉，如 FeSiCr）等比较薄且较致密的氧化膜，

可以起到阻止电感内部材料继续氧化的作用，故在干燥的

高温环境中，电感化学腐蚀缓慢。



182 2022.11·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2.11 183·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电感在高温高湿条件下，表面会覆盖一层水膜，这层

水膜相当于电解质溶液。电感材料中含有 Fe、C、Si 等多

种成分，这些成分的电极电位不同、晶粒与晶界的电位也

不同，从而形成许多原电池。在原电池的阳极区，Fe 被氧

化成 Fe2+ 离子进入水膜 ；在阴极区，溶于水膜中的氧被还

原为 OH- 离子。随后两者结合生成不溶于水的 Fe(OH)2，

并进一步氧化成红棕色铁锈 Fe(OH)3，失水后变成疏松的

水合铁氧体 Fe2O3.nH2O 。失水后形成的疏松 Fe2O3 更容

易吸附氧与水，从而形成生锈正反馈，此种正反馈导致锈

蚀进展加快。

电感在做盐雾时与高温高湿一样，也是发生了电化学

腐蚀。由于盐 NaCl 中的 Cl 离子易穿透、破坏保护膜，从

而导致盐雾时锈蚀更严重。所以，功率电感的生锈类型主

要是电化学腐蚀。

负极（阳极）：Fe-2e- =Fe2+

正极（阴极）：O2+2H2O+4e- =4OH-

总反应式 ：

2Fe+O2+2H2O =2Fe(OH)2

4Fe(OH)2+O2+2H2O =4Fe(OH)3

Fe(OH)3=(3-n)H2O+Fe2O3.nH2O ( 铁锈主要成分 )

如下图为功率电感生锈示意图。 

图 3   功率电感生锈示意图

2 生锈对电感性能的影响

电感量计算公式 ：L=(μ0·μe·N2·Ae)/le

注 ：

μ0 为真空磁导率，4π*10-7H/m ；

μe 为有效磁导率 ；

N 为线圈绕制圈数 ；

le 为有效磁路长度 ；

Ae 为有效磁路横截面积 =min（A1,A2,A3,A4）；

A1 为中柱面积 ；

A2 为上层磁通截面积，即中柱周长 * 上层磁粉厚度 ；

A3 为线圈边缘部分磁通截面积 ；

A4 为下层磁通截面积。   

根据电感量的计算公式，以下几种情况会影响电感的

电性 ：

1）产品生锈严重，导致 A2，A3 或 A4 的磁通面积

小于 A1 时。

2）产品内部生锈，导致 A1 的有效磁通面积减小时。

电感的产品设计，Ae 一般取决于 A1( 中柱 ) 的面积，

即中柱是影响感值的关键 ；

如果生锈为表面生锈，只略影响 A2 尺寸，所以表面

生锈对产品电性能无明显影响。

R=ρ*l/S ρ 为铜线电阻率 ； l 为铜线总长度 ； S 为

铜线横截面积 ；

电感表面磁粉生锈，铜线未受到腐蚀，不影响线圈的

DCR。

3 如何防止电感生锈

材料发生电化学腐蚀的条件是不同金属间或同一金属

图 4   电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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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电极电位差，而且它们相互接触并

处于相互连通的电解质溶液中构成原电池。其中电位较低

的一方为阳极，容易失去电子变为金属离子溶于电解质中

而受到腐蚀。电位较高的一方则为阴极，起传递电子的作用，

并不会受腐蚀。

故电感发生电化学腐蚀生锈的 3 个基本条件 ：

1）必须有两个或以上电位不同的部位，以形成电极

电位差 ；

2）电解质溶液与电位不同的部位相接触 ；

3）电极构成通路，即能形成电流回路。

所以要防止电感生锈，就要针对发生电化学腐蚀生锈

的 3 个基本条件进行工艺设计，以达到破坏生锈条件，防

止产品生锈的目的。

电感防锈，可分别采用如下设计 ：

3.1  针对电感用原粉进行防锈设计

1）使电感原粉具有均匀化学成份的单相组织

电感原粉熔炼时加入大量的 Ni 形成 FeNi 合金，如

HF 粉、MPP 粉。其中的 Ni 是扩大奥氏体区的元素，当

钢中含 Ni 量达到一定值时，可使电感原粉在常温下呈单相

奥氏体组织，单相组织的形成可有效减少电位差，从而提

高电感原粉抗电化学腐蚀性能。

2）非晶态电感原粉

晶态原粉在制作过程中，杂质会向晶界迁移，导致晶

界与金属原子的化学成分存在差异，电位不同，从而导致晶

态粉的晶界易受到腐蚀 ；非晶粉内部原子混乱排列，不存在

晶界，化学成分均匀，电位相同，无电位差，从而不易腐蚀。

非晶粉在大于晶化温度时会转变成晶态（一般为 400 

~600℃），故涂胶类电感无法使用，一体成型电感可使用。

3）减小不同极之间的电极电位，提高负极（阳极）

的电极电位

在钢中，铁素体的电极电位低，为阳极 ；渗碳体的

电极电位高，为阴极。发生电化学作用时低电位的铁素体

被腐蚀。铬 Cr 的加入能提高铁素体的电极电位。铁素体

的电极电位随着 Cr 质量分数的增大而变化，当 Cr 升至

12.5% 时，铁素体的电极电位将由 -0.56V 突然升高至

0.2V，这样普通钢就变成了不锈钢。

由于 Cr 要加至 12.5% 时才能使阳极的电极电位由负

转正，Cr 的大量加入会导致：电感原粉变硬，难于压制成型，

胚体密度低，从而导致电感磁体强度差，电感量低 ；Cr 为

反铁磁物质，大量加入会导致电感用原粉的饱和磁通密度

Bs 及磁导率 μ 都降低，电感的饱和及感量也会随之下降。

少量的 Cr 进入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蚀作用，原粉的

Bs 及 μ 也不会降低太多，所以电感用原粉中只少量的加

入 Cr，一般为 4.5~6.5wt.%。

4）电感原粉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膜（钝化膜）保护

层

少量的 Cr 虽然不能使阳极的电极电位由负转正，但

仍可与氧形成致密的 Cr2O3 保护膜。这层紧密附着在原粉

表面的富铬氧化物可以阻止电解质与基体直接接触，防止

了进一步的锈蚀。若表层的 Cr2O3 因外力被破坏，暴露出

的原粉基体中若含有足够的 Cr，则会“迁移”至被破坏处

和氧气反应，重新生成 Cr2O3 钝化膜，继续起保护作用，

此为 Cr 具有的“自修复”特性（有点像人体的血小板作用）。

Cr 比铁易发生电化学腐蚀，合金原粉中的 Cr 会比 Fe

先发生反应，但生成的这层 Cr2O3 氧化膜阻止了锈蚀的进

一步进行。

电感原粉中的 Cr 含量也有一定的限制，过高会导致

Bs 低，饱和差，强度差等不良。Cr2O3 氧化膜形成后覆盖

在原粉表面将基体与氧、水等隔开，基体金属能否继续被

氧化，将取决于该氧化膜层对金属离子及电子（由内向外）

和氧原子或其他离子（如 Cl 离子），由外向内穿过氧化膜

的阻力，若 Cr 含量过低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

·Cr2O3 氧化膜形成不均匀，磁粉表面部分位置无法

生成氧化膜 ；

·外力破坏 Cr2O3 氧化膜（如压制时模具壁拉伤粉末

表面），没有足够的 Cr 完成“自修复”； 

·Cr2O3 氧化膜太薄，对外原子或离子的阻力过小，

穿过氧化膜继续与基体发生锈蚀的机率变大 ；

所以，电感原粉中 Cr 应适量，在保证氧化膜致密度

及一定厚度前提下，尽量减少 Cr 的加入量。 Cr2O3 氧化

膜越致密、越厚，则对内原子向外，外原子、离子向内的

阻力越大，对基体的保护能力越强，越能有效地阻止锈蚀。

5）电感原粉表面包覆一层隔离氧化物

在电感原粉表面包覆一层 SiO2、Al2O3 等氧化物，这

层氧化物可以将原粉基体与环境中的水、杂质等隔离开，防

止基体继续被锈蚀。此层包覆物太薄或不均匀则不能起到隔



184 2022.11·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2.11 PB·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绝作用 ；太厚则对原粉的磁导率会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

磁体的有效磁导率 μe 受非磁性物质含量 g 的影响很

大，所以通过在原粉表面包覆纳米级氧化物防锈有极高的

技术难度，且仅只适用于低磁导率粉料。由于氧化物包覆

不像 Cr 是在基体中形成合金，所以对原粉的 Bs 较小，可

以制作高饱和粉料。

3.2  针对电感生产制作过程工艺进行防锈设计

1）优化造粒、烧结工艺

涂 胶 型 工 字 电 感 原 粉 经 有 机 物 造 粒、 压 制 后 在

700~900℃下进行烧结。有机物碳化后可能会与原粉中的

Cr 反应，夺取基体中的 Cr 生成 Cr23C6 碳化物，导致基

体中的 Cr 含量减少。Cr23C6 并不致密，不能阻止电解

质溶液与基体接触 ；而且生成的 Cr23C6 与基体电极电位

不同，易产生晶间腐蚀，从而导致电感生锈。

解决办法 ：

·改进造粒工艺，减少有机物的加入，减少对基体中

Cr 的夺取 ；

·改进烧结工艺 ：气氛、温度、时间等合理匹配 ；

·增加基体中含 Cr 量 ；

·工字电感整体包覆。

一体成型电感由于采用低温固化工艺，所以并不使 Cr

与 C 生成 Cr23C6 化合物。

2）提高产品密实程度 & 提升模具壁的光滑程度。

同样成分的疏松铁块会比致密铁块生锈得更严重，这

是因为疏松的铁块有更大的表面积，可通过毛细力吸附更

多的水、氧气等，形成许多的微小原电池，基体内部及外

表面几乎同时开始锈蚀 ；而水、氧气等无法进入致密铁块

的基体内部，只有外表面接触到水、氧气等，会从外到内

逐渐锈蚀。

一体成型电感在综合考虑线圈、模具承受能力的前提

下，尽量提升模压电感产品的密实程度。产品密度增大，

可以有效减少电感里面孔隙，产品的锈蚀也受到一定的抑

制。

提升模具壁的光滑程度，可以减少模壁对粉表面包覆

层的破坏，防止产品表面被“拉伤”，产品的防锈性能也能

得到一定的提升。

3）表面喷涂绝缘漆

喷涂漆固化后强有力地附着于电感产品表面，空气中

的氧、水汽及其他腐蚀介质与磁体基体无法直接接触，从

而有效阻止了电感产品生锈。

漆膜耐湿热性能 ：含氟环氧树脂 > 普通环氧树脂 > 丙

烯酸树脂。其中含氟环氧树脂能有效降低试样的表面能，

使水在产品表面的润湿角变大，水不易润湿磁体表面 ；滚

动角变小，水易从产品表面滚落，不易聚集。

还有一种是牺牲阳极对基体进行保护的防锈漆，漆里

面掺杂锌、镁等金属粉末，但这种漆不大适用于电感产品。

4）含浸防锈液

防锈油是具有极性基团和较长碳氢链的有机化合物，

其极性基团依靠库仑力或化学键的作用，能定向吸附在磁

粉表面形成保护膜，且也能堵塞一部分孔隙，以抗拒氧、

水等腐蚀性介质向电感的侵入，从而大大降低锈蚀机率和

速率。目前，习惯上分为水溶性防锈剂 ，油溶性防锈剂、

乳化性防锈剂和气相防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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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达到抵减效果等，对其有效性正在确认，但有关其

稳定化效果因与系统固有的条件有关，难于进行笼统评价。

NEDO 事业中，建立了进行评价的平台，实施了有利于普

及这些控制系统的开发。

4  结束语

本文，对功率变换器大量与系统联网时产生的研究课

题，以及为解决这些课题的控制方法有关动向，予以概括

介绍。今后预期，由功率变换器连接的分散型电源所起的

作用将愈益强大。考虑在大规模的电力系统中，并未消除

由旋转机的供电，但不可避免其供电的比例在不断减小。

随着更多分散型电源的引入，无论是因为可持续（发展）

系统的构建，或是与旋转机可共存的功率变换器控制，具

体说，低惯性系也能稳定供电的控制系统，均期望能尽早

建立并普及。

原文出处 ：东京大学马场旬平，系统安定化资にする

电力变换器制御，《电气评论》2020.12，P2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