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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

结构，包括铜层，位于烧结钕铁硼磁体上并与烧

结钕铁硼磁体直接接触，以及锡层，位于铜层上。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

构的制备方法。相比于具有传统的电镀镍铜镍或

者镍镀层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具有本发明提供的

这种镀层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可使热减磁率降低

达50％以上，并且可以防止人体过敏，耐人体汗

液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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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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层，位于烧结钕铁硼磁体上并与所述烧结钕铁硼磁体直接接触；以及

锡层，位于所述铜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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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层，位于

所述铜层和所述锡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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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铜层的厚度为

4～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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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锡层的厚度为

3～8μm。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镍层的厚度为

1～3μm。

6.一种制备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

对烧结钕铁硼磁体进行前处理；

直接在前处理后的所述烧结钕铁硼磁体上镀铜层，其中，所述铜层作为底层，以及

在所述铜层上镀锡层，其中，所述锡层作为表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在所述铜层上镀镍层，其中，所述

镍层位于所述铜层和所述锡层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处理包括倒角、除油、酸洗、超声波

水洗。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洗的溶液包括：5～10％的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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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镀层领域，具体而言，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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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证明镍镀

层打底，对于超薄型小磁体来说，其热减磁率明显的增高、初始磁通明显的下降，这极大地

影响了电子器件的小型化应用，同时，含有镍镀层做表层的磁体器件如耳机等，文献报道约

有10～30％的人的皮肤对镍过敏。此外，锌镀层会导致一些人或者皮肤过敏或者轻微中毒

现象发生，而且锌镀层因其耐蚀性差同时会导致电声器件的语音失真失效。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相关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研究了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及其制备

方法，以提供一种防人体过敏、耐人体汗液、低热减磁率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

[0004] 本发明提供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包括：铜层，位于烧结钕铁硼磁体上并

与所述烧结钕铁硼磁体直接接触；以及锡层，位于所述铜层上。

[0005] 在上述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中，镍层，位于所述铜层和所述锡层之间。

[0006] 在上述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中，所述铜层的厚度为4～10μm。

[0007] 在上述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中，所述锡层的厚度为3～8μm。

[0008] 在上述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中，所述镍层的厚度为1～3μm。

[000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的制备方法，包括：对烧结钕铁

硼磁体进行前处理；直接在前处理后的所述烧结钕铁硼磁体上镀铜层，其中，所述铜层作为

底层，以及在所述铜层上镀锡层，其中，所述锡层作为表层。

[0010]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在所述铜层上镀镍层，其中，所述镍层位于所述铜层和所述锡

层之间。

[0011]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所述前处理包括倒角、除油、酸洗、超声波水洗。

[0012]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所述酸洗的溶液包括：5～10％的硝酸。

[0013] 本发明提供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使用铜层作为底层避免了烧结钕铁硼

磁体被传统的镍镀层作为底层而产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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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使用锡层做表层，因为人对金属锡不过敏，所以避免了过敏反应的

发生。因此，相比于具有传统的电镀镍铜镍或者镍镀层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具有本发明提供

的这种镀层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可使热减磁率降低达50％以上，同时可以防止人体过敏，并

且耐人工汗试验满足标准。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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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及其镀层结构的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的具体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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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 本发明提供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8] 首先对烧结钕铁硼磁体进行前处理，其中，所述前处理包括倒角、除油、酸洗、超声

波水洗，通过对烧结钕铁硼磁体进行前处理可以提高其与后续镀层的结合力，从而增加使

用寿命。

[0019] 然后采用铜的电镀液(Cu2P2O7  60g/L，K4P2O7  300g/L)，直接在前处理后的烧结钕

铁硼磁体上镀铜层，作为底层，此处使用铜层作为底层避免了烧结钕铁硼磁体被传统的镍

镀层作为底层而产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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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 然后采用亚锡电镀液在铜层上镀锡层，其中，锡层作为表层，因为锡层对人体不过

敏、无毒、耐人体汗液腐蚀，所以此处采用锡层作为表层可以避免在使用时对人体的损害，

并且可以耐腐蚀，增加使用寿命。

[0021] 此外，还可以采用镍的电镀液(Ni2SO4  300g/L，H3BO4  40g/L)在铜层和锡层之间电

镀镍层，作为中间层，当有特殊需要的使用环境时，位于铜层和锡层之间的镍层，可以增加

强度，降低孔隙率，提高耐腐蚀性。

[0022] 如图1所示，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通过上述方法形成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

构，包括了：位于烧结钕铁硼磁体1上并与烧结钕铁硼磁体1直接接触的铜层2，以及位于铜

层2上的锡层3，其中，铜层2的厚度为4～10μm，锡层3的厚度为3～8μm。可选地，该镀层结构

还包括位于铜层和锡层之间的镍层，其中，镍层的厚度为1～3μm。

[0023] 性能测试：

[0024] 耐人工汗试验：采用商品人工汗试剂，将试剂和样品放入烧杯中，25℃，浸泡24小

时，若样品表面不变色为合格。

[0025] 下面以规格为7.8mm*3.2mm*0.5mm的烧结钕铁硼小磁体为实施例来进行描述，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

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实施例1

[0027] 以7.8*3.2*0.5的一个烧结钕铁硼小磁体为例，对烧结钕铁硼磁体进行包括倒角、

除油、酸洗、超声波水洗的前处理，采用铜的电镀液在烧结钕铁硼磁体上电镀铜层，采用亚

锡电镀液在铜层上电镀锡层，其中，铜层的厚度为4μm，锡层的厚度为3μm。

[0028] 对该实施例制备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进行耐人工汗试验，结果显示，其

耐人工汗试验满足标准。

[0029] 实施例2

[0030]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类似，不同之处在于，铜层的厚度为10μm，锡层的厚度为8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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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对该实施例制备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进行耐人工汗试验，结果显示，其

耐人工汗试验满足标准。

[0032] 实施例3

[0033]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类似，不同之处在于，铜层的厚度为8μm，锡层的厚度为4μm。

[0034] 对该实施例制备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进行耐人工汗试验，结果显示，其

耐人工汗试验满足标准。

[0035] 实施例4

[0036]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在电镀完铜层之后，首先采用镍的电镀

液在铜层上电镀镍层，然后采用亚锡电镀液在铜层上电镀锡层，其中，铜层的厚度为6μm，镍

层的厚度为1μm，锡层的厚度为6μm。

[0037] 对该实施例制备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进行耐人工汗试验，结果显示，其

耐人工汗试验满足标准。

[0038] 实施例5

[0039]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4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其中，铜层的厚度为7μm，镍层的厚度为3

μm，锡层的厚度为5μm。

[0040] 对该实施例制备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进行耐人工汗试验，结果显示，其

耐人工汗试验满足标准。

[0041] 对比例1

[0042]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类似，不同之处在于，首先采用镍的电镀液在烧结钕铁硼磁体

表面镀镍层作为第一镍层，然后在第一镍层上镀铜层，最后在铜层上镀镍层作为第二镍层，

其中，第一镍层的厚度为1μm，铜层的厚度为5μm，第二镍层的厚度为2μm。

[0043] 对该对比例1制备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进行耐人工汗试验，结果显示，其

耐人工汗试验不满足标准。

[0044] 对比例2

[0045]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在烧结钕铁硼磁体表面仅镀镍层，其中，

镍层的厚度为3μm。

[0046] 对该对比例1制备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进行耐人工汗试验，结果显示，其

耐人工汗试验不满足标准。

[0047] 分别对上述实施例和对比例所制备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的镀层结构进行热减磁率

测试，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48] 表1

[0049]

编号 热减磁率

实施例1 3.8％

实施例2 4.1％

实施例3 3.9％

实施例4 4.2％

实施例5 4.1％

对比例1(镍铜镍镀层)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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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2(镍镀层) 9.8％

[0050] 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具有传统的电镀镍铜镍或者镍镀层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具

有本发明提供的这种镀层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可使热减磁率降低达50％以上。

[0051]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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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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