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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

结构及其制备方法，该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

构包括：与烧结钕铁硼磁体直接接触的锌层；以

及位于锌层上的锌镍合金层。本申请提供的镀层

结构通过锌层打底避免了传统的镍层打底的镀

层磁短路和氢腐蚀现象的发生，从而降低了烧结

钕铁硼磁体的热减磁率；同时，锌层及锌镍合金

层共同构成了阳极性镀层，有效提高了烧结钕铁

硼磁体的耐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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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锌层，与所述烧结钕铁硼磁体直接接触；以及

锌镍合金层，位于所述锌层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钝化层，形

成在所述锌镍合金层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锌层的厚度在

1～10μm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锌镍合金层的

厚度在2～8μm之间。

5.一种制备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烧结钕铁硼磁体上形成锌层；以及

在所述锌层上形成锌镍合金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在所述锌镍合金层上形成钝化层。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锌层的厚度在1～10μm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锌镍合金层的厚度在2～8μ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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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磁领域，更具体地，涉及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烧结钕铁硼行业，通常采用镍铜镍、镍镍或者蓝白锌电镀层结构。镍铜镍或者镍

镍镀层都是以镍镀层打底，对于磁导系数PC值极低的超薄型小磁体来说，镍镀层打底的磁

体与锌层打底或者电镀前的磁体相比其热减磁率明显增高、初始磁通明显下降，这极大地

影响了电子器件的小型化应用。

[0003] 电镀锌层磁体的热减磁率虽然较低，但是其耐腐蚀性很差，比如个别手机用户就

深受其害，个别手机使用一年之后就存在语音失真，或者手机掉落地上后耳机或者受话器

等声学器件就失去了语音功能，拆开手机器件后发现磁体上的锌镀层已经长满了白锈，或

者已经脱落。耐腐蚀性差的问题一直困扰许多知名的手机制造商们。同时热减磁率偏高、镀

层结合力偏低以及成本较高的问题一直是钕铁硼永磁行业的一个挑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以上问题，本申请提供了一种低热减磁率、高耐腐蚀性、高结合力和低成本的

镀层结构，该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使用锌层打底，显著降低了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热

减磁率；由锌层及锌镍合金层共同作用，提高了烧结钕铁硼磁体的耐腐蚀性；此外，锌镍合

金层上的钝化层作为表层为烧结钕铁硼磁体提供保护，进一步提高了烧结钕铁硼磁体的耐

腐蚀性。

[0005]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0006] 锌层，与烧结钕铁硼磁体直接接触；以及

[0007] 锌镍合金层，位于锌层上。

[0008] 在上述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中，还包括：钝化层，形成在锌镍合金层上。

[0009] 在上述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中，所述锌层的厚度在1～10μm之间。

[0010] 在上述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中，所述锌镍合金层的厚度在2～8μm之间。

[0011]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制备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的方法，包括：在烧结钕铁

硼磁体上形成锌层；以及在锌层上形成锌镍合金层。

[0012] 在上述方法中，还包括：在锌镍合金层上形成钝化层。

[0013] 在上述方法中，所述锌层的厚度在1～10μm之间。

[0014] 在上述方法中，所述锌镍合金层的厚度在2～8μm之间。

[0015] 在本申请中，通过锌层打底避免了传统的镍层打底的镀层磁短路和氢腐蚀现象的

发生，从而降低了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热减磁率；同时，锌层及锌镍合金层共同构成了阳极性

镀层，有效提高了烧结钕铁硼磁体的耐腐蚀性。本申请的镀层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

热减磁率比传统的镍铜镍或者镍镀层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热减磁率低了40～70％，

镀层结合力比镍铜镍镀层的结合力高2～4倍，并且通过盐雾试验可以发现，本申请的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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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盐雾试验比单纯的锌镀层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提高了2～

6倍，提高了烧结钕铁硼磁体的耐腐蚀性；此外，本发明对产品规格在PC值＜0.3或者取向方

向厚度＜2mm磁体的热减磁率的降低率具有明显的效果，PC值越小热减磁率的降低率越明

显；而且，本申请的镀层结构的电镀成本是镍铜镍镀层的电镀成本的三分之二。

附图说明

[0016] 图1示出了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的实施例可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全面地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方式限制

本发明。

[0018] 如图1所示，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该镀层结构包括包覆

在烧结钕铁硼磁体1上的锌层2；以及包覆在锌层上的锌镍合金层3。

[0019] 在一些实施例中，锌层打底避免了传统的镍层打底的镀层磁短路和氢腐蚀现象的

发生，从而降低了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热减磁率；同时，锌层及锌镍合金层共同构成了阳极性

镀层，有效提高了烧结钕铁硼磁体的耐腐蚀性。

[0020] 在一些实施例中，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还包括：在锌镍合金层上经钝化产

生的灰色、蓝色或黑色的钝化层4，用作表层，以保护烧结钕铁硼磁体。

[0021] 在一些实施例中，锌层的厚度在1～10μm之间，如果锌层太薄(小于1μm)，则不能有

效降低热减磁率；如果锌层过厚(大于10μm)，则可能会不利地影响结钕铁硼磁体的使用。

[0022] 在一些实施例中，锌镍合金层的厚度在2～8μm之间，如果锌镍合金层太薄(小于2μ

m)，则不能和锌层共同作用，进而提高烧结钕铁硼磁体的耐腐蚀性；如果锌镍合金层过厚

(大于8μm)，则可能会不利地影响结钕铁硼磁体的使用。

[0023] 此外，本发明对产品规格在PC值＜0.3或者取向方向厚度＜2mm磁体的热减磁率的

降低率具有明显的效果，PC值越小热减磁率的降低率越明显。

[0024]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形成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的方法，包括，在烧结钕铁

硼磁体1上电镀一层锌层2。在锌层2上电镀一层锌镍合金层3；之后，该方法还包括在锌镍合

金层3上采用钝化液(诸如三价铬钝化液)钝化一层钝化层4，高温(70～100℃)固化后，钝化

层4用作表层，以保护烧结钕铁硼磁体。

[0025] 实施例1

[0026] 采用9.90*3.40*0.80的烧结钕铁硼磁体，首先可以对烧结钕铁硼磁体1进行前处

理，包括本领域中常用的倒角、除油、酸洗、超声波水洗等。然后采用电镀锌的电镀液，在烧

结钕铁硼磁体1上电镀一层1μm厚的锌层2。锌层2为打底层，在锌层2上，采用锌镍合金电镀

液电镀一层2μm厚的锌镍合金层3，在锌镍合金层3上，采用三价铬钝化液钝化一层钝化层4，

高温固化后，钝化层4用作表层。

[0027] 实施例2

[0028] 采用9.90*3.40*0.80的烧结钕铁硼磁体，首先可以对烧结钕铁硼磁体1进行前处

理，包括本领域中常用的倒角、除油、酸洗、超声波水洗等。然后采用电镀锌的电镀液，在烧

结钕铁硼磁体1上电镀一层5μm厚的锌层2。锌层2为打底层，在锌层2上，采用锌镍合金电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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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电镀一层4μm厚的锌镍合金层3，在锌镍合金层3上，采用三价铬钝化液钝化一层钝化层4，

高温固化后，钝化层4用作表层。

[0029] 实施例3

[0030] 采用9.90*3.40*0.80的烧结钕铁硼磁体，首先可以对烧结钕铁硼磁体1进行前处

理，包括本领域中常用的倒角、除油、酸洗、超声波水洗等。然后采用电镀锌的电镀液，在烧

结钕铁硼磁体1上电镀一层10μm厚的锌层2。锌层2为打底层，在锌层2上，采用锌镍合金电镀

液电镀一层8μm厚的锌镍合金层3，在锌镍合金层3上，采用三价铬钝化液钝化一层钝化层4，

高温固化后，钝化层4用作表层。

[0031] 对比例1

[0032] 采用9.90*3.40*0.80的烧结钕铁硼磁体，首先对烧结钕铁硼磁体进行前处理，包

括本领域中常用的倒角、除油、酸洗、超声波水洗等。然后采用电镀镍的电镀液，在烧结钕铁

硼磁体上电镀一层1μm厚的镍层。在镍层上，采用电镀铜的电镀液，在镍层上电镀一层2μm厚

的铜层，之后，采用再次电镀镍的电镀液，在铜层上电镀一层1μm厚的镍层，在烧结钕铁硼磁

体上形成镍铜镍的镀层结构。

[0033] 对比例2

[0034] 采用9.90*3.40*0.80的烧结钕铁硼磁体，首先对烧结钕铁硼磁体进行前处理，包

括本领域中常用的倒角、除油、酸洗、超声波水洗等。然后采用电镀锌的电镀液，在烧结钕铁

硼磁体上电镀一层1μm厚的锌层。

[0035] 之后，对实施例1和对比例1得到的形成有镀层结构磁体的进行热减磁率、镀层结

合力测试。

[0036] 热减磁率试验：准备样品、饱和充磁、常温测量样品磁通值、粘在铁板工装上、放入

烘干箱里、升温并保温到120℃*2Hr、冷却到室温、测量样品磁通、计算热减磁率。

[0037] 镀层结合力试验：准备样品、准备专用胶、准备推力工装板、准备推力计、涂胶、刮

板、固定样品、烘干、冷却、放入推力工装台、压断样品、记录推力力值、观察掉镀层、判定，不

掉镀层为合格。

[0038] 测试结果见下表1：

[0039] 表1

[0040]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1

热减磁率 2.1％ 2.3％ 2.5％ 9.8％

镀层结合力 195N 210N 215N 95N

[0041] 对实施例1至3以及对比例2得到的形成有镀层结构的磁体进行盐雾试验测试。

[0042] 盐雾试验：准备样品、放入盐雾试验箱、5％NaCl中性水溶液、温度35℃、连续喷雾、

每隔24Hr观察一次样品外观、判定，镀层无锈蚀、无鼓泡、无开裂等外观缺陷为合格。

[0043] 测试结果见下表2：

[0044] 表2

[0045]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2

盐雾试验 48Hr 110Hr 168Hr 24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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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通过上表1可以看出，本申请通过锌层打底避免了传统的镍层打底的镀层磁短路

和氢腐蚀现象的发生，从而降低了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热减磁率，本申请的镀层所包覆的超

薄型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热减磁率与传统的镍铜镍镀层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热减磁

率相比，明显降低，在相同的120℃*2Hr退磁条件下，本申请的镀层所包覆的超薄型烧结钕

铁硼磁体的热减磁率为2.1％～2.5％，而镍铜镍镀层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热减磁率

为9.8％。

[0047] 通过锌镍合金层上的钝化层作为表层为烧结钕铁硼磁体提供保护，进一步提高了

超薄型烧结钕铁硼磁体的耐腐蚀性，并且提高了该镀层结构的结合力，通过表1中的镀层结

合力可以看出，本申请提供的镀层结构的结合力比镍铜镍镀层结构的结合力高2～4倍，在

相同的推力工装条件下，本申请的镀层结构的结合力是195N～215N，而镍铜镍镀层结构的

结合力是95N。

[0048] 从上表2可以看出，锌层及锌镍合金层共同构成了阳极性镀层，有效提高了烧结钕

铁硼磁体的耐腐蚀性，通过盐雾试验可以发现，本申请的镀层所包覆的超薄型烧结钕铁硼

磁体比单纯的锌镀层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提高了4～6倍，在相同的盐雾试验条件下，

本申请的镀层所包覆的超薄型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盐雾试验达到了48Hr～168Hr，而锌镀层

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盐雾试验一般是24Hr，提高了2～6倍。

[0049] 此外，金属镍的价格约107元/Kg，而金属锌的价格是31.7元/Kg，因此，本申请提供

的镀层结构的电镀成本是镍铜镍镀层结构的电镀成本的约三分之二。

[0050] 综上，本申请的镀层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热减磁率比传统的镍铜镍或者镍

镀层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热减磁率低了40～70％，镀层结合力比镍铜镍镀层的结合

力高2～4倍，并且通过盐雾试验可以发现，本申请的镀层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盐雾

试验比单纯的锌镀层所包覆的烧结钕铁硼磁体提高了2～6倍；此外，本申请的镀层结构的

电镀成本是镍铜镍镀层的电镀成本的约三分之二。

[0051]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理解，以上实施例仅是示例性实施例，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

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多种变化、替换以及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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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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