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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的制造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

构电感器的制造方法，其底座具有四个电极槽可

以方便电极安装无需使用额外的定位装置进行

定位。线圈末端贴近电极的Z型延伸片使得延伸

片包裹线圈的末端并用治工具压紧，电极的延伸

片呈Z状设置可以使得延伸片正好将线圈末端包

裹，而两者的包裹再焊接，导电效果更佳，有效降

低损耗。使用本发明的制造方法制备的侧表面开

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相对于正面开气隙的电

感器，整体结构紧凑，体积小性能佳。本发明的制

备方法操作简单，组装方便，在生产时已组成独

立的完整侧表面开气隙，工作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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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以下步骤：

（1）配件制备：

Ⅰ.底座注塑成型：将底座原料使用注塑机注塑生产底座，其中，底座具有四个电极槽，

中部横向具有隔墙，位于隔墙同一侧的两个电极槽构成一组电极槽位，每组电极槽位的两

个电极槽之间具有承垫座，承垫座设有弧形凹面，弧形凹面的外侧具有磁芯胶粘区；

Ⅱ.电极成型：将切割好的金属片冲压成型制得电极，电极呈U型夹状且具有弯折的Z型

延伸片；

Ⅲ .线圈绕制：用全自动扁平线绕线机将扁平线绕制空心线圈，绕制的圈数在3.73~
12.75之间，用60瓦的激光器去掉漆皮并镀锡；

Ⅳ.磁芯准备：准备好EP型磁芯和I型磁芯；

（2）电极底座组装：将四个电极压进底座的四个电极槽；

（3）隔墙上胶：在隔墙顶部涂胶水；

（4）组装线圈：将线圈放置于承垫座的弧形凹面，线圈末端贴近电极的Z型延伸片使得

延伸片包裹线圈的末端并用治工具压紧，最后在锡炉温度320±10℃条件下焊锡；

（5）I型磁芯组装：将I型磁芯放置于隔墙上的胶水上使I型磁芯粘在隔墙；

（6）承垫座及I磁芯上胶：在两个承垫座的磁芯胶粘区涂胶水，再在I型磁芯顶部两边涂

胶水；

（7）EP型磁芯组装：在两个磁芯胶粘区分别装上EP型磁芯并使EP型磁芯的侧表面贴紧I

型磁芯，EP磁芯的中心柱穿过线圈；

（8）胶水固化：步骤（7）制得的半成品使用烤箱在115±10℃温度下烘烤至胶水完全凝

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EP型磁芯和I型磁芯均为锰锌铁氧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8）中，烘烤的时间为60±10分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线

圈绕制时，采用线材厚0.3mm,宽1.2mm的扁平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有步骤（9）电气测试：测试电感器的电感值、直流电阻值及耐压情况。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9）中，

①测试电感条件：100KHz  0.25V,电感值1.0μH±20%

②测试直流电阻条件：20℃时  D.C.R.值小于7.0  mΩ

③耐压测试：线圈‑磁芯，直流电压120V,电流2毫安,时间2秒。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724980 B

2



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感器制造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

器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市面上二合一的电感器产品的电气原理及磁气结构参见图1和图2，这种结构

是在磁芯的正面上开气隙，气隙位置如图3所示，这种结构的磁芯是由两个单独的产品组装

在一起，每个产品使用一对E型磁材，产品体大，也不方便安装，不符合当今电子元件轻薄小

型化趋势。而且现有技术的电感器采用圆铜线绕制线圈作为导体，D.D.R.大，导致直流损耗

增大。另外由于圆铜线过载能力小，且截面为圆形在绕制过程中线间距离和层间距离大造

成空间浪费和带来较大的分布电容，漏感大，造成EMC性能差，对周边元件和设备造成电磁

干扰。。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技术人员想解决上述问题，始终不能同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要么产品成本过高，竞争力下降，要么不能解决产品体积大问题，顾此失彼。

[0003] 因此，针对现有技术中的存在问题，提供一种能够制造体积小、安装方便、成本低、

大电流、低损耗及电磁抗干扰性强的电感器的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避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而提供能够制造体积小、安装方

便、成本低、大电流、低损耗及电磁抗干扰性强的电感器制造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提供一种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的制造方法，其包括有以下步骤：

[0007] （1）配件制备：

[0008] Ⅰ.底座注塑成型：将底座原料使用注塑机注塑生产底座，其中，底座具有四个电极

槽，中部横向具有隔墙，位于隔墙同一侧的两个电极槽构成一组电极槽位，每组电极槽位的

两个电极槽之间具有承垫座，承垫座设有弧形凹面，弧形凹面的外侧具有磁芯胶粘区；

[0009] Ⅱ.电极成型：将切割好的金属片冲压成型制得电极，电极呈U型夹状且具有弯折

的Z型延伸片；

[0010] Ⅲ.线圈绕制：用全自动扁平线绕线机将扁平线绕制空心线圈，绕制的圈数在3.73

~12.75之间，用60瓦的激光器去掉漆皮并镀锡；

[0011] Ⅳ.磁芯准备：准备好EP型磁芯和I型磁芯；

[0012] （2）电极底座组装：将四个电极压进底座的四个电极槽；

[0013] （3）隔墙上胶：在隔墙顶部涂胶水；

[0014] （4）组装线圈：将线圈放置于承垫座的弧形凹面，线圈末端贴近电极的Z型延伸片

使得延伸片包裹线圈的末端并用治工具压紧，最后在锡炉温度320±10℃条件下焊锡；

[0015] （5）I型磁芯组装：将I型磁芯放置于隔墙上的胶水上使I型磁芯粘在隔墙；

[0016] （6）承垫座及I磁芯上胶：在两个承垫座的磁芯胶粘区涂胶水，再在I型磁芯顶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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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涂胶水；

[0017] （7）EP型磁芯组装：在两个磁芯胶粘区分别装上EP型磁芯并使EP型磁芯的侧表面

贴紧I型磁芯，EP磁芯的中心柱穿过线圈；

[0018] （8）胶水固化：步骤（7）制得的半成品使用烤箱在115±10℃温度下烘烤至胶水完

全凝固。

[0019] 优选的，所述EP型磁芯和I型磁芯均为锰锌铁氧体。

[0020] 优选的，步骤（8）中，烘烤的时间为60±10分钟。

[0021] 优选的，线圈绕制时，采用线材厚0.3mm,宽1.2mm的扁平线。

[0022] 优选的，还包括有步骤（9）电气测试：测试电感器的电感值、直流电阻值及耐压情

况。

[0023] 优选的，步骤（9）中，

[0024] ①测试电感条件：100KHz  0.25V,电感值1.0μH±20%

[0025] ②测试直流电阻条件：20℃时  D.C.R.值小于7.0  mΩ

[0026] ③耐压测试：线圈‑磁芯，直流电压120V,电流2毫安,时间2秒。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8] （1）本发明的底座具有四个电极槽可以方便电极安装无需使用额外的定位装置进

行定位。中部横向具有隔墙，位于隔墙同一侧的两个电极槽构成一组电极槽位，隔墙将两组

电极分开避免互相干扰，保证电感器性能的良好发挥。每组电极槽位的两个电极槽之间具

有承垫座，承垫座设有弧形凹面，线圈放置于承垫座的弧形凹面，如此结构的线圈安装更

稳。电极装在电极槽位，线圈末端贴近电极的Z型延伸片使得延伸片包裹线圈的末端并用治

工具压紧，电极的延伸片呈Z状设置可以使得延伸片正好将线圈末端包裹，而两者的包裹再

焊接，导电效果更佳，有效降低损耗。使用本发明的制造方法制备的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

构电感器相对于正面开气隙的电感器，整体结构紧凑，体积小性能佳。

[0029] （2）本发明的制备方法操作简单，组装方便，在生产时已组成独立的完整侧表面开

气隙，工作效率高。而现有技术正面开气隙的电感器则先要完成两个独立产品的生产，再组

装在一起，操作麻烦工作效率低。

[0030] （3）本发明使用扁平铜线绕制空心线圈，电流密度大，散热性能好，承载的电流大、

因D.C.R.要比圆漆包线小，所以直流损耗小，扁平线匝与匝之间空隙小，分布电容就小，漏

感也小，从而使抗电磁干扰性能强，同时，扁平状的铜线与延伸片的接触面更大，当延伸片

包裹线圈末端时导线效果更好，损耗更低。

[0031] （4）本发明制造的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的两个只用I型磁芯作为磁气

回路，而正面开气隙产品要使用两对E型磁芯构成磁气回路，用材多，因此，本发明方法制造

的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相对于现有技术的电感器省去了一个I型磁芯，不仅使

整体效果好而且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0032] （5）本发明方法制备的电感器的扁平线导电密度比圆线高能提供更高的电流负载

能力、D.C.R.低而具有更低的直流损耗、线与线之间空隙小分布电容小，漏磁，分布电容小

而更高的可靠性及优良的MEC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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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3] 利用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内容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制。

[0034] 图1为现有技术的电感器的电气原理图；

[0035] 图2为现有技术的电感器的磁气结构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的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4为本发明的电极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5为本发明的空心线圈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6为本发明的EP型磁芯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7为本发明的I型磁芯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8为本发明的隔墙上胶的示意图；

[0042] 图9为本发明装上线圈的示意图；

[0043] 图10为本发明装上I型磁芯的示意图；

[0044] 图11为本发明承垫座上胶的示意图；

[0045] 图12为本发明装上EP型磁芯组装的示意图；

[0046] 图13为本发明的电感器的电气原理图；

[0047] 图14为本发明的电感器的磁气原理图；

[0048] 图15为本发明的方法操作流程图。

[0049] 在图1至图15中：

[0050] 1底座、1‑1电极槽、1‑2承垫座、1‑3弧形曲面、1‑4磁芯胶粘区、1‑5隔墙、2电极、2‑1

延伸片、3线圈、3‑1线圈末端、4  EP型磁芯、4‑1中心柱、5  I型磁芯、6气隙。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结合以下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52] 实施例1

[0053] 本实施例的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的制造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

[0054] （1）配件制备：

[0055] Ⅰ.底座注塑成型：将底座原料使用注塑机注塑生产底座，其中，底座具有四个电极

槽，中部横向具有隔墙，位于隔墙同一侧的两个电极槽构成一组电极槽位，每组电极槽位的

两个电极槽之间具有承垫座，承垫座设有弧形凹面，弧形凹面的外侧具有磁芯胶粘区，底座

结构参见图3；

[0056] Ⅱ.电极成型：将切割好的金属片冲压成型制得电极，电极呈U型夹状且具有弯折

的Z型延伸片，电极作为连接产品与线路板的导电载体，本实施例的电极结构参见图4；

[0057] Ⅲ.线圈绕制：使用全自动扁平线绕机线机，绕制3.75圈的扁平线空心线圈13，线

材厚0.3mm,宽1.2mm,线材供应商为东牧，佳腾，松田等国内厂家，要求耐温200℃以上。并用

60瓦大功率激光器去掉漆皮，锡炉温度320±10℃，在去漆后的表面上镀锡，空心线圈结构

参见图5；

[0058] Ⅳ.磁芯准备：准备好EP型磁芯和I型磁芯，EP型磁芯和I型磁芯的结构分别参见图

6和7，I型磁芯和EP型磁芯均为锰锌铁氧体，AL值在68左右为佳，供应商为天通，横店东磁等

国内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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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2）电极底座组装：将四个电极压进底座的四个电极槽；

[0060] （3）隔墙上胶：在隔墙顶部涂胶水，用量控制在0.75±0.10  mg如图8所示；

[0061] （4）组装线圈：将线圈放置于承垫座的弧形凹面，线圈末端贴近电极的Z型延伸片

使得延伸片包裹线圈的末端并用治工具压紧，最后在锡炉温度320±10℃条件下焊锡，组装

线圈后图9所示；其中，扁平线相较圆线，相同占用空间内，有更低的内阻，损耗更低，有更小

的分布电容，能承受更高的电流，直流重叠特性更好。

[0062] （5）I型磁芯组装：将I型磁芯放置于隔墙上的胶水上使I型磁芯粘在隔墙，如图10

所示；

[0063] （6）承垫座上胶：在两个承垫座的磁芯胶粘区涂胶水，在底座两端位置涂胶水

XNR3622SR，用量控制在1.1±0.10  mg/处，再在I型磁芯顶部两边涂胶水XNR3501SL，用量控

制在0.36±0.05  mg/处，如图11所示；

[0064] （7）EP型磁芯组装：在两个磁芯胶粘区分别装上EP型磁芯并使EP型磁芯的侧表面

贴紧I型磁芯，EP磁芯的中心柱穿过线圈，如图12所示；

[0065] （8）胶水固化：步骤（7）制得的半成品使用烤箱在115±10℃温度下烘烤至胶水完

全凝固。

[0066] 通过上述方法制备的侧表面开气隙二合一结构电感器是磁芯侧面开气隙（如图12

所示），与现有技术相比，扁平铜线低损耗电感器，体积小，体积约是传统电感器体积的2/3；

侧表面开气隙，方便组装；扁平铜线使用，过电流能力大、直流电阻低、损耗小，分布电容小、

抗电磁干扰性能强；适用于小型数字放大器  (D‑AMP级)、无线电音频放大器、车载AV等。另

外，本发明可根据客户需要，做成系列产品，节约开发成本；省一个I型磁芯，降低产品成本，

提高市场竞争力。

[0067] 使用上述方法就不用的线材、磁芯及绕制圈数制备1~6号电感器并测试电感值及

D.C.R,值，测试结果如下：

[0068]

[0069] 由表的测试数据可知使用本发明的方法制造的电感器不仅体积小而且该电感器

能提供更高的电流负载能力、更低的直流损耗及分布电容小、更高的可靠性及优良的MEC性

能。

[0070]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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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本实施例的主要技术方案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在本实施例中未作解释的特征，采

用实施例1中的解释，在此不再进行赘述。还包括有电气测试步骤（9），测试电感值、电流电

阻值及耐压程度，其中，①测试电感条件：100KHz  0.25V,电感值1.0μH±20%；②测试直流电

阻条件：20℃时  D.C.R .值小于7.0  mΩ；③耐压测试：线圈‑磁芯，直流电压120V,电流2毫

安,时间2秒。其他电气特性，可根据客户需要加测。

[0072]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说明而非对权利要

求保护范围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参照较佳实施例应当理解，并可以对本发明的

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但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相同和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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