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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电动汽车
充电桩
其他工业领域……

SCR：晶闸管；GTO：可关断晶闸管；GTR：大功率晶体管；IGBT：绝缘栅极晶体管
From TAMURABy Hailin Su of HF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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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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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涡流损耗Pe∝f2Bm
2t2/ρ（提高电阻率，减小尺寸）

Ø 磁滞损耗Ph∝Sdf（Hc∝λsσδ/Ms, Hc∝K/Ms; 选择λ和K趋近于0以及
饱和磁化强度高的材料成分，减少杂质和缺陷，降低内应力，形成易
磁化方向的织构）

Ø 剩余损耗Pc：磁滞后与磁共振（尺寸共振、畴壁共振、自然共振），
自然共振频率：fr=ϒHa/2π（截止频率）

• 铁损

θ

Heff

M

 K1>0的立方晶体
Snoek公式

fr(μi-1)=ϒMs/3π

By Hailin Su of HFUT From 《磁性材料》&《磁性物理学》



铁
磁

• 饱和磁通密度Bs=μ0(Ms+Hs)
Ø 饱和磁化强度Ms为内禀磁参数，仅与材料成分与晶体结构有关
Ø 对于常规金属磁性材料，通常铁含量越高，Ms越大。但Ms最高的合金

是Co含量约35%的Fe-Co合金（μ0Ms=2.45T）
Ø 金属（铁磁性）Ms远高于铁氧体（亚铁磁性）

亚
铁
磁

Slater-Pauling曲线

By Hailin Su of HFUT From 《磁性材料》



o磁化机制：对常规软磁材料为畴壁位移机制

From 《固体磁性》&《磁性物理学》& BaiduBy Hailin Su of HFUT



111:57

闭合磁路

开气隙磁路

磁化曲线与磁滞回线的区别

直流偏置曲线的区别

开气隙
硬饱和

粉芯
软饱和

From CSC Catalog

Hs

From BaiduBy Hailin Su of HFUT



气隙优点：抗饱和
气隙缺点：
①漏磁增大引起较高辐射干扰；②损耗增
大，温升集中；③磁致伸缩在气隙处产生
新的机械噪声；④成本升高、一致性不好

4.0mm×2 2.0mm×4 1.3mm×6 1.0mm×8 0.8mm×10

铜
损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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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损耗

直流损耗

From
TAMURA

解决办法：尽可能多的小分散气隙

By Hailin Su of HFUT



各向异性常数K：
描述磁材在不同方
向磁化难易程度差
别的参数--Hc

磁致伸缩系数λ：描述磁材在外磁场中被磁化时，其长度尺寸大
小或体积大小发生变化的程度的参数； λ =∆L/L，单位ppm

By Hailin Su of HFUT

Ø λ为内禀磁参数，仅
与材料成分与晶体
结构有关

Ø 噪音还与磁材颗粒
或层间的固化程度
有关

磁晶各向异性 形状各向异性



• 高电阻率：化合物（如氧化物等）优于金属
• 高饱和磁通密度：高铁含量金属优于铁氧体
• 高居里温度：高铁含量金属优于铁氧体
• 抗饱和：含有尽可能多的气隙
• 低噪音：选择λ趋近于0的材料成分
• 低损耗：

o 选择K趋近于0的材料成分
o 利用磁粉颗粒或晶粒的形状和尺寸
o 平衡磁滞损耗（低频）和涡流损耗（高频）的关系（铁

氧体需考虑剩余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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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破碎粉末 气雾化粉末



某种一次绝缘工艺

某种两次绝缘工艺





铁硅铝粉芯 铁硅粉芯

非晶粉芯



Ø 粉芯微结构：高Bs金属磁粉+高电阻率绝缘层（无数亚微米量级分散气隙）
Ø 性能优势：高饱和磁通密度、低涡流损耗、高直流偏置性能

铁硅粉芯

铁硅铝粉芯



• 铁硅铝：Sendust合金
• 铁硅：Fe-Si6.5，损耗最低成分
• 铁镍合金

o Fe-Ni50（High-Flux）：Bs最高的成分
o Fe-Ni-Mo（MPP）：Ni81-Fe17-Mo2，

磁导率最高的成分

• 非晶：Fe-Si-B（1K101）带材裁
剪后的副产品

• 纳米晶（超微晶）：Fe-Si-B-Nb-
Cu（1K107）

By Hailin Su of HFUT



Mn-Zn Ferrite

高Bs
高μ
高DC-bias
高ρ
低Pv
高频率稳定性
高温度稳定性

1kHz 10kHz 100kHz 1000kHz 10MHz

0.5T

1T

1.5T

2T
Iron Powder

Amorphous

High Flux-FeNi
FeSi

Nano-Crystalline

Sendust-FeSiAl

Amorphous
Powder Core

MPP-NiFeMo

音频范围

0

软磁粉芯主要应用频段 From TAMURA

新合金
成分

软磁粉芯

By Hailin Su of HFUT



软磁材料
饱和磁通密度

Bs（T）
电阻率ρ

（μΩ*cm）
磁致伸缩系数
ǀλǀ（×10-6）

居里温度
TC（℃）

大功率场
合磁芯抗
饱和途径

综合成
本

决定器件体积 决定损耗 决定噪音 决定稳定性

铁基合金
软磁粉芯 ~1.0-2.15 ~107-108 ~0-0.1 ~500-770 闭合磁路 低

纯铁 2.15 ~10-12 ~19-26 ~770 ---- 低

铁硅
（含硅钢，Si

含量最高6.5%）
~1.6-2.12 ~23-80 取向：~1-3

无取向：~0.1-5.5 ~740 开气隙 低

铁硅铝 0.9-1.1 ~80 ~0 ~500 开气隙 低

铁镍（50%Ni） 1.5 ~40 ~25 ~500 开气隙 很高

铁镍钼 0.75 ~60 ~0 ~450 开气隙 最高

典型Mn-Zn
铁氧体 ~0.3-0.55 ~107-108 ~14-21 ~120-270 开气隙 最低

典型Ni-Zn
铁氧体 ~0.2 ~108-1015 ~5-26 ~70 开气隙 较低

铁基非晶
（1K101） 1.56 ~120-180 ~27-30 ~415 开气隙 较高

铁基纳米晶
（1K107） 1.25 ~80 ~0.5-2 ~570 开气隙 高

备注 越高越好 越高越好 等于0最好 越高越好 不开气隙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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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复合软磁材料(含分布式气隙)
• 产业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逆变

技术的发展和EMC的要求推动了
金属软磁粉芯的应用

• 进入21世纪，电力电子器件向高
频低损、高功率密度、微型化、
EMC的方向发展为软磁粉芯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From CSC Catalog

• 种类：
ü 铁粉芯
ü 铁硅铝粉芯（气雾化）
ü 铁硅粉芯
ü 铁镍(High-Flux)粉芯
ü 铁镍钼(MPP)粉芯
ü 非晶纳米晶粉芯
ü 铁硅铬粉芯By Hailin Su of HFUT



• 饱和磁通密度：FeSi>FeNi~FeSiB(非晶)>FeCuNbSiB(纳米
晶) >FeSiAl>FeNiMo(MPP)

• 直流偏置：FeNi>FeSi>FeSiB>FeCuNbSiB>FeSiAl
• 损耗：FeSi>FeNi>FeSiB>FeSiAl>FeCuNbSiB

μe=60

From 安泰王湘粤博士By Hailin Su of HFUT



工艺
流程

金属
软磁粉芯

By Hailin Su of HFUT



kHz-几百kHz
抗饱和软磁铁芯

的理想选择

From 百度

By Hailin Su of HFUT



FeSiCr

From百度By Hailin Su of HFUT



• 整流器，电池管理，动力牵引，变频驱动，

焊接电源，感应加热

• 电脑电源, 充电设备, 白色家电供电, 工业控

制, UPS, 电力电源

• LED照明, 变频空调, 新能源发电, 储能电站, 

EV/HEV

• 能量回收, 直流输配电, APF, 无功补偿...

软磁粉芯的应用领域 涉及AC/DC、DC/DC、
DC/AC的功率变换场合

By Hailin Su of HFUT



终端
市场

电动
汽车

变频
空调

个人
电脑

光伏
风电

轨道
交通

电能
质量

UPS电源、
通信电源、
LED驱动系统、
电梯能量回馈系统、
普通汽车电控系统、… …

未来市场
持续增大

By Hailin Su of HFUT



磁性企业分布

矿藏分布

世界磁性材料产业中心

重要的基础功能材料行业和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新材料产业
p 2015年中国磁性材料企业现状：
ü 1000余家（不含28家硅钢企业

与165家非晶纳米晶企业）
ü 年销售额：80%低于3000万元

，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仅8家
p 2015年我国磁性材料产值：
ü 硅钢：>800亿（中小电机与家

用电器占据超过75%产值；因未
计入进口硅钢，故国内市场需求
大于此数额）

ü 稀土永磁：280亿
ü 永磁铁氧体：130亿
ü 软磁铁氧体：100亿
ü 非晶纳米晶：45亿
ü 软磁粉芯：6亿(30亿)

p 下游市场：
ü 2015年中国电子元件产品产值17950亿元，仅次于通讯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制造业，居全

球第一；以磁材需求量10-20%计，市场超过千亿元，但国内企业的销售额仍远小于外企
ü 未来10年智能电网总投资预计为1万亿元，特高压总投资将高达4000亿元（其中设备投资

将达2500亿元左右）



l 国家工信部2020年中长期规划纲要将高性能磁性材料确定
为未来5-15年应予以重点发展的高技术之一

l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2013
年）》中，高导磁、低功耗、抗电磁干扰的软磁体材料制
造技术被列为应重点支持的新材料技术

l 国家科技部2016年发布的《国家重点支持的新材料高新技
术领域》中，新型马达定子SMC软磁粉芯、SMD贴装电感
软磁粉芯制备技术被列为应重点支持的电工、微电子和光
电子新材料制备与应用技术

l 国家工信部《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将具有高饱和磁通密度、高直流偏置特性、高磁导率等性
能的软磁材料列为未来五年重点发展的有色金属电子材料
之一

1



韩国：CSC、 DONGBU、   
          AMOSENSE(非晶粉芯)

广东：ARNOLD, 铂科, 安可远, 金
          磁, 天德、威拓…

江苏：瑞德、新康达
安徽：首文、天通

3-4家韩、美资企业；约20
家国内企业

浙江：东睦科达、东磁、普盛、天
          静、奥真、翰枭、波峰

北京：七星飞行、安泰（非晶粉芯）

湖北：中磁浩源、均磁

福建：MAGNETICS
四川：东阁

山东：云路(非晶粉芯)

湖南：新纪元
江西：艾特(非晶粉芯)

河北：威仕(大磁芯)

赶超国外，但需投入更多研发力量优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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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温升，提高效率：
o 提高DC-bias能力（更为重要）
o 降低铁损；获得负损耗温度系数

实现途径：（1）调节绝缘材料物性，优化绝缘工艺，实现均匀薄层包覆；（2）调节
合金成分，优化磁粉本体软磁性能；（3）采用粒度配比，减少空气气隙

• 抑制谐波：
o 提高DC-bias能力

• 降低成本

目前手段：磁粉互掺
降成本：铁硅掺铁硅
铝或水雾化铁硅
升DC：掺铁镍
问题：（1）性能调节
范围有限；（2）牺牲
本体材料性能，如铁
硅掺水雾化铁硅会造
成损耗增加，掺铁硅
铝会造成DC下降

By Hailin Su of HFUT



• 实现负损耗温度系数：有助于抑制粉芯温升

铁硅铝

铁硅

实现途径：（1）常规合金可通过优化绝缘工艺实现或部分实现；（2）通过调节
合金成分实现

RS184060

By Hailin Su of HFUT



• 降低磁芯温升
实现途径：优化绝缘工艺，采用复合绝缘材料，实现高电阻率材料的均匀包覆
实例：开发RS低损耗铁硅铝粉芯
代价：成本略增，但未实际影响磁芯价格
优势：温升有效降低

铁硅铝
粉芯
对比
测试

By Hailin Su of HFUT



• 降低成本：改变磁导率选择定式，开发不同磁导率替代磁芯
实现途径：开发低成本绝缘工艺路线并略调合金成分
实例：开发RNL粉芯替代铁硅二代
代价：磁导率略降，以RNL50μ替代铁硅二代60μ，铜线匝数略增导致铜线成本略增
优势：（1）磁芯成本降低，和铜线增加的成本抵消后，实现电感总成本有效降低；
（2）DC-bias能力提高，器件温升有效降低

磁芯 磁导率
DC-Bias Core Loss

100 Oe 200Oe 50kHz/1000Gs
瑞德RNL 50μ 65% 30% 330

铁硅二代N** 60μ 59~62% 27~30% 280

RNL与铁硅
二代的感量
与温升对比
测试

By Hailin Su of HFUT



2017-7-25

RNL50μ
基本性能曲线

DC-Bias

Core Loss

By Hailin Su of HFUT



• 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大幅提高DC-bias能力
实现途径：优化绝缘工艺，实现亚微米量级均匀致密包覆
实例：开发高DC RH铁镍粉芯
代价：牺牲部分铁损
优势：（1）DC-bias能力大幅提升，可抑制谐波与温升；（2）磁芯成本下降

磁芯 磁导率
DC-Bias Core Loss

100 Oe 200Oe 50kHz/1000Gs
瑞德RH 60μ 86~91% 49~55% 300~350
铁镍C* 60μ 80~85% 45~48% 260~310

By Hailin Su of HFUT



DC-Bias Core Loss

Permeability VS Frequency

RH60μ
基本性能曲线

By Hailin Su of HFUT



• 开发成本远低于铁镍，DC-bias接近铁镍，损耗低于铁硅的粉芯
实现途径：优化绝缘工艺，实现亚微米量级均匀致密包覆，同时改变合金成分
实例：开发RNH粉芯
代价：成本略高于铁硅
优势：（1）替代铁硅实现大幅降低温升；（2）替代部分铁镍实现大幅降低成本

磁芯 磁导率
DC-Bias Core Loss

100 Oe 200Oe 50kHz/1000Gs
瑞德RNH 60μ 78~81% 43~47% 580-620

瑞德铁镍RH 60μ 86~91% 49~55% ＜350
瑞德铁硅RK 60μ 70~74% 38~41% ＜620

RH
RNH

RK RHRNH
RK

RK

RH

RNH

By Hailin Su of HFUT



Core Loss

Permeability VS Frequency

DC-Bias

RNH60μ
基本性能曲线

By Hailin Su of HFUT



• 提高Bs，在提高μ’的同时降低μ ’ ’ ，耐高温
实现途径：选择高Fe含量合金成分；优化绝缘工艺，进行高电阻率绝缘包覆，同
时降低高频介电损耗；粒度配比，细化颗粒，减小涡流
正在开展的研究实例：高Fe含量MHz高频软磁粉芯开发
目前进展：开发了高电阻率绝缘包覆工艺

By Hailin Su of HFUT

磷酸钝化
磷酸钝化

高电阻率绝缘工艺

高电阻率绝缘工艺



By Hailin Su of HFUT From Höganäs

ü 金属软磁粉芯在几百Hz至
kHz以及更高频率范围内
，具有显著低于硅钢的损
耗，同时由于可异形成形
，因此在磁路设计上也具
有明显优势



 

电机硅钢与粉芯（SIRON）开1mm气隙前后的磁导率比较

电机磁路：有气隙

By Hailin Su of HFUT



• 电机领域：

From Höganäs

瑞典Höganäs、日本JFE等公司的粉芯
电机产品已在欧日市场形成小批量销售

线性压缩机
日本Twinbird公司

无刷伺服电机
意大利Phase Motion Control公司

直流有刷泵用电机
日本Aisin Seiki公司

直流无刷泵用电机
德国Laing GmbH公司

气门驱动用步进电机
挪威Lyng Motor公司

直接驱动电机
挪威Smart Motor公司

By Hailin Su of HFUT



• 直流输电领域：
o高压直流输电设备：包括换流器、换流变压器、平

波电抗器、滤波器、无功补偿设备、直流避雷器及

控制保护设备等

o其中，无功补偿设备目前即可采用粉芯产品，在电

能质量领域已经被认可并大量使用；其它设备需针

对高压输电的安规结合器件设计做磁芯研究，但与

DC/DC功率变换原理相同，因此具有可行性
By Hailin Su of HFUT



o两类：

• 柔性直流输电领域的高频硅钢电抗器
ü优点：技术成熟，成本较低

ü缺点：铁芯噪声大（~60-70dB）、损

耗高，尤其在高频下问题更显著

• 常规直流输电领域的工频空心电抗器
ü优点：抗饱和能力强，安全性好

ü缺点：体积大，成本较高

By Hailin Su of HF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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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直流固态变压器-高频

• 纳米晶铁芯
ü优点：体积较小、损耗低

ü缺点：成本太高、机械强度差

• 铁氧体铁芯
ü优点：成本低，涡流损耗小

ü缺点：体积太大、热稳定性差

By Hailin Su of HFUT

用粉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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