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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包

括：a、熔炼：先装料再抽真空至1Pa以下，开始送

低功率加热，边加热边继续抽气，随温度升高，吸

附状态的气体，水份逐渐解吸而被抽出，至炉料

普遍呈现暗红色，关阀充入氩气，进行增功率升

温到炉料全部熔化，并进行5分钟的精炼，精炼完

毕减功率并进行浇注，浇注完毕并进行冷却；b、

制粉：将钕铁硼颗粒放入到气流磨内进行高速碰

撞，使颗粒的高速碰撞下形成粉末，将形成的粉

末收集放入到筛分机内件筛选，将磁粉中的杂质

去除；c、成型；d、烧结；e、机械加工：烧结之后得

到的钕铁硼磁体均为毛坯，需要进一步机械加工

以获得各种不同尺寸、大小和形状的产品；f、表

面处理；g、成品检验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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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

a、熔炼：先装料再抽真空至1Pa以下，开始送功率加热，边加热边继续抽气，随温度升

高，吸附状态的气体，水份逐渐解吸而被抽出，至炉料普遍呈现暗红色，关阀充入氩气，进行

增功率升温到炉料全部熔化，并进行5分钟的精炼，精炼完毕减功率并进行浇注，浇注完毕

并进行冷却；

b、制粉：将钕铁硼颗粒放入到气流磨内进行碰撞，使颗粒在碰撞下形成粉末，将形成的

粉末收集放入到筛分机内件筛选，将磁粉中的杂质去除；

c、成型：包括取向和压型，取向的作用是使混乱取向的粉末颗粒的易磁化方向c轴转到

同一个方向上来，从而获得最大的剩磁；压型的目的就是将粉末压制成一定形状与尺寸的

压坯，同时尽可能保持在磁场取向中所获得的晶粒取向度；

d、烧结：将产品放入到烧结炉内件烧结，得到毛坯产品；

e、机械加工：烧结之后得到的钕铁硼磁体均为毛坯，进一步机械加工以获得各种不同

尺寸、大小和形状的产品；

f、表面处理：对各种形状的钕铁硼磁体进行表面处理，以保证产品的外观和耐腐蚀特

性；

g、成品检验和包装：对产品的各种磁性能、耐腐蚀性能进行检测，达标后进行包装；

其中，所述步骤b中的筛分机包括桶体(1)和设于所述桶体(1)底部的箱体(2)，所述箱

体(2)内设有接料盒(4)，所述桶体(1)内壁上设有第一活动槽(16)，所述第一活动槽(16)内

设有筛板(14)，所述第一活动槽(16)顶部设有连接弹簧(161)，所述筛板(14)设于所述连接

弹簧(161)底端，所述桶体(1)内设有第一连接板(3)，所述第一连接板(3)底部设有连接轴

(33)，所述连接轴(33)侧壁上设有搅拌杆(34)，所述第一连接板(3)侧壁上设有连接杆

(31)，所述连接杆(31)一端设有连接环(32)，所述桶体(1)内壁上设有与所述连接环(32)相

配合的第二活动槽，所述桶体(1)侧壁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连接环(32)转动的驱动电机

(111)，当所述驱动电机(111)驱动连接环(32)转动时，所述筛板(14)沿着所述第一活动槽

(16)内壁做上下运动；磁粉制成后，将磁粉放入到桶体(1)内，使磁粉置于筛板(14)表面，驱

动电机(111)驱动连接环(32)转动，使连接环(32)带动第一连接板(3)转动，搅拌杆(34)转

动时将磁粉搅匀，使磁粉分散在桶体(1)内；第一连接板(3)在转动时带动筛板(14)在第一

活动槽(16)内运动，筛板(14)往下运动后在连接弹簧(161)弹力下往上运动，拉动筛板(14)

快速往上运动，使筛板(14)与第一活动槽(16)顶部产生碰撞后将磁粉抖落，使磁粉从筛板

(14)上掉落至接料盒(4)内，将磁粉中的杂质去除；

所述桶体(1)内壁上设有第二连接板(12)，所述第二连接板(12)活动连接于所述桶体

(1)内壁上，所述筛板(14)上设有第三连接板(13)，所述第三连接板(13)活动连接于所述筛

板(14)上，所述第二连接板(12)和所述第三连接板(13)一端铰接于一点，所述第二连接板

(12)上设有第一凸块(121)，所述搅拌杆(34)底部设有与所述第一凸块(121)相配合的第二

凸块(341)；磁粉置于桶体(1)内后，驱动电机(111)驱动连接环(32)转动，使连接环(32)带

动搅拌杆(34)转动，搅拌杆(34)与磁粉相接触的同时带动第二凸块(341)转动，第二凸块

(341)与第一凸块(121)相接触推动第一凸块(121)往下运动，筛板(14)随着第二凸块(341)

做震动，将磁粉从筛板(14)上抖落，使磁粉与杂质相分离。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e包括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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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对圆片和方块用切片机，对精度更高或有CPK要求的需双面磨床进行加工。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的烧结工

序包括：进炉、烧结、出炉、退磁及反烧。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f中的表面

处理包括电镀，电镀具体包括：镀锌、镀镍或镀金。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2)内设有

空腔，所述空腔内设有接料槽(22)，所述接料槽(22)设于所述筛板(14)下方，所述接料盒

(4)设于所述接料槽(22)一侧，所述空腔内设有导杆(23)，所述导杆(23)底部设有安装板

(24)，所述安装板(24)顶部设有气缸(25)，所述气缸(25)活塞杆穿设于所述安装板(24)上，

所述气缸(25)活塞杆上设有铁板(251)，所述接料盒(4)上方设有刮板(26)；磁粉从筛板

(14)上掉落后，磁粉掉落在接料槽(22)内，安装板(24)沿着导杆(23)移动，使安装板(24)移

动至接料槽(22)上方，气缸(25)驱动铁板(251)往下运动，使铁板(251)与磁粉相接触，磁粉

吸附在铁板(251)底部，气缸(25)驱动铁板(251)运动至与安装板(24)底面相接触位置，安

装板(24)沿着导杆(23)移动至接料盒(4)上方，气缸(25)驱动铁板(251)往下运动，使铁板

(251)底面与刮板(26)相接触，沿着导杆(23)移动安装板(24)，刮板(26)将铁板(251)表面

的磁粉刮落，使磁粉掉落在接料盒(4)内，对磁粉进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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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钕铁硼磁体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钕磁铁（Neodymium  magnet）也称为钕铁硼磁铁（NdFeB  magnet），是由钕、铁、硼

（Nd2Fe14B）形成的四方晶系晶体。于1982年，住友特殊金属的佐川真人发现钕磁铁。这种磁

铁的磁能积（BHmax）大于钐钴磁铁，是当时全世界磁能积最大的物质。后来，住友特殊金属

成功发展粉末冶金法（powder  metallurgy  process），通用汽车公司成功发展旋喷熔炼法

（melt-spinning  process），能够制备钕铁硼磁铁。这种磁铁是现今磁性仅次于绝对零度钬

磁铁的永久磁铁，也是最常使用的稀土磁铁。钕铁硼磁铁被广泛地应用于电子产品，例如硬

盘、手机、耳机以及用电池供电的工具等。

[0003] 钕铁硼磁体在制造时需要经历制粉环节，磁粉被制造后内部混有些许杂质，需要

将磁粉中的杂质去除提升磁粉性能，现有对磁粉除杂的方法通常是将磁粉放入到振动筛上

对将抖落，由于磁粉本身具有磁性，磁粉会相互粘结成一块，影响磁粉的过滤效果，大块的

磁粉容易将筛孔堵塞，影响振动筛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包括：

[0006] a、熔炼：先装料再抽真空至1Pa以下，开始送低功率加热，边加热边继续抽气，随温

度升高，吸附状态的气体，水份逐渐解吸而被抽出，至炉料普遍呈现暗红色，关阀充入氩气，

进行增功率升温到炉料全部熔化，并进行5分钟的精炼，精炼完毕减功率并进行浇注，浇注

完毕并进行冷却；

[0007] b、制粉：将钕铁硼颗粒放入到气流磨内进行高速碰撞，使颗粒的高速碰撞下形成

粉末，将形成的粉末收集放入到筛分机内件筛选，将磁粉中的杂质去除；

[0008] c、成型：包括取向和压型，取向的作用是使混乱取向的粉未颗粒的易磁化方向c轴

转到同一个方向上来，从而获得最大的剩磁；压型的主要目的就是将粉未压制成一定形状

与尺寸的压坏，同时尽可能保持在磁场取向中所获得的晶粒取向度；

[0009] d、烧结：将产品放入到烧结炉内件烧结，得到毛坯产品；

[0010] e、机械加工：烧结之后得到的钕铁硼磁体均为毛坯，需要进一步机械加工以获得

各种不同尺寸、大小和形状的产品；

[0011] f、表面处理：对各种形状的稀土永磁体进行表面处理，以保证产品的外观和耐腐

蚀特性；

[0012] g、成品检验和包装：对产品的各种磁性能、耐腐蚀性能、高温性能等等进行检测，

达标后进行包装，以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

[0013] 其中，所述步骤b中的筛分机包括桶体和设于所述桶体底部的箱体，所述箱体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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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料盒，所述桶体内壁上设有第一活动槽，所述第一活动槽内设有筛板，所述第一活动槽

顶部设有连接弹簧，所述筛板设于所述连接弹簧底端，所述桶体内设有第一连接板，所述第

一连接板底部设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侧壁上设有搅拌杆，所述第一连接板侧壁上设有连

接杆，所述连接杆一端设有连接环，所述桶体内壁上设有与所述连接环相配合的第二活动

槽，所述桶体侧壁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连接环转动的驱动电机，当所述驱动电机驱动连接

环转动时，所述筛板沿着所述第一活动槽内壁做上下运动；磁粉制成后，将磁粉放入到桶体

内，使磁粉置于筛板表面，驱动电机驱动连接环转动，使连接环带动第一连接板转动，搅拌

杆转动时将磁粉搅匀，使磁粉分散在箱体内；第一连接板在转动时带动筛板在第一活动槽

内运动，筛板往下运动后在连接弹簧弹力下往上运动，拉动筛板快速往上运动，使筛板与第

一活动槽顶部产生碰撞后将磁粉抖落，使磁粉从筛板上掉落至接料盒内，将磁粉中的杂质

去除。

[0014] 通过搅拌杆对磁粉的搅拌作用，将桶体内的磁粉搅散，避免磁粉相互结合在一起

形成大块将筛孔堵塞，防止磁粉将杂质包裹在中部影响对磁粉的过滤效果；通过搅拌杆的

转动带动筛板在第一活动槽内做上下运动，使筛板在震动时将零散的磁粉从筛孔内抖落，

使磁粉从筛板上掉落，便于对磁粉起筛分作用；在连接弹簧的作用下，使筛板在往下运动后

产生较大的往上运动的力，从而使筛板快速往上运动时与第一活动槽顶部产生碰撞，筛板

在碰撞下产生较大的震动，有效的将筛板上的磁粉抖散，使磁粉从筛板上掉落，进一步的提

升对磁粉的过滤效果。

[0015] 所述步骤d中的甩带氢碎料温度为1050℃~1085℃，铸锭氢碎温度为1070℃~1095

℃，铸锭料温度为1100℃~1135℃；通过对温度的控制提升烧结效果，提升磁铁成品质量。

[0016] 所述步骤e包括切割操作，对圆片和中小方块用切片机，对精度更高或有CPK要求

的需双面磨床进行加工；对切割后的磁铁切面进行打磨，提升磁铁切面光滑度，提升磁铁成

品的美观度，便于成品磁铁的售卖。

[0017] 所述步骤d的烧结工序包括：进炉、烧结、出炉、退磁及反烧；通过对磁铁的多次加

工，提升磁铁的烧结效果，增加磁铁的成品质量。

[0018] 所述步骤f中的表面处理包括电镀，电镀具体包括：镀锌、镀镍、电泳、磷化、镀金

等；通过对磁铁进行表面处理，在磁铁表面镀上保护膜，避免磁铁与空气和水分相接触对磁

铁造成损坏，对磁铁起保护作用，延长磁铁的使用寿命。

[0019] 所述桶体内壁上设有第二连接板，所述第二连接板活动连接于所述桶体内壁上，

所述筛板上设有第三连接板，所述第三连接板活动连接于所述筛板上，所述第二连接板和

所述第三连接板一端铰接于一点，所述第二连接板上设有第一凸块，所述搅拌杆底部设有

与所述第一凸块相配合的第二凸块；磁粉置于桶体内后，驱动电机驱动连接环转动，使连接

环带动搅拌杆转动，搅拌杆与磁粉相接触的同时带动第二凸块转动，第二凸块与第一凸块

相接触推动第一凸块往下运动，筛板随着第二凸块做小幅高频的震动，将磁粉从筛板上抖

落，使磁粉与杂质相分离；第一凸块随着搅拌杆转动间断性的与第二凸块相接触，第一凸块

推动第二凸块往下运动，使第二凸块推动第二连接板往下运动，第二连接板推动第三连接

板往下运动，使第三连接板推动筛板往下运动，当第一凸块与第二凸块位置错开后，在连接

弹簧的作用下带动筛板往上运动，从而使筛板产生小幅震动，通过第一凸块与第二凸块的

不断接触，增加筛板震动的频率，有效的将筛孔附近的磁粉从筛孔内抖落，避免磁粉结成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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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后将筛孔堵塞，提升对磁粉的过滤效果；当搅拌杆转动时，在搅拌杆作用下推动筛板往第

一活动槽底部下方运动，筛板运动带动第三连接板运动，使第三连接板拉动第二连接板运

动，第二连接板和第三连接板绕着连接点转动，使第二连接板和第三连接板对第一活动槽

起封闭作用，避免筛板在往下运动时磁粉掉落至第一活动槽内，便于对桶体内部进行清理，

防止磁粉对筛板的运动造成影响。

[0020] 所述箱体内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设有接料槽，所述接料槽设于所述筛板下方，所

述接料盒设于所述接料槽一侧，所述空腔内设有导杆，所述导杆底部设有安装板，所述安装

板顶部设有气缸，所述气缸活塞杆穿设于所述安装板上，所述气缸活塞杆上设有铁板，所述

接料盒上方设有刮板；磁粉从筛板上掉落后，磁粉掉落在接料槽内，安装板沿着导杆移动，

使安装板移动至接料槽上方，气缸驱动铁板往下运动，使铁板与磁粉相接触，磁粉吸附在铁

板底部，气缸驱动铁板运动至与安装板底面相接触位置，安装板沿着导杆移动至接料盒上

方，气缸驱动铁板往下运动，使铁板底面与刮板相接触，沿着导杆移动安装板，刮板将铁板

表面的磁粉挂落，使磁粉掉落在接料盒内，对磁粉进行收集；在铁板的作用下对磁粉进行搬

运，将磁粉从一同掉落的小颗粒杂质中分离，提升磁粉的筛分效果，有效的将磁粉中的杂质

去除；在刮板的作用下，有效的将铁板底部的磁粉刮除，使磁粉掉落在接料盒内，通过接料

盒对磁粉进行收集，以便得到筛分完成后的磁粉；安装板带动铁板在空腔内移动，使磁粉在

从筛板上掉落时安装板处于接料盒上方，避免磁粉掉落在安装板顶部造成磁粉清理的不

便，直至磁粉全部掉落在接料槽内后安装板再进行移动，将接料槽内的磁粉搬运至接料盒

内，对磁粉做进一步的筛分，便于对筛分后的磁粉进行收集。

[0021]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通过搅拌杆对磁粉的搅拌作用，将桶体内的磁粉搅散，避免

磁粉相互结合在一起形成大块将筛孔堵塞，防止磁粉将杂质包裹在中部影响对磁粉的过滤

效果。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筛分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筛分机的剖面示意图一。

[0024] 图3为图2中的A处放大图。

[0025] 图4为图2中的B处放大图。

[0026] 图5为与2中的C处放大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筛分机的剖面示意图二。

[0028] 图7为图6中的D处放大图。

[0029] 图8为图6中的E处放大图。

[0030] 图9本发明筛分机的剖面示意图三。

[0031] 图10为9中的F处放大图。

[0032] 图11为图9中的G处放大图。

[0033] 图12为本发明筛分机的剖面示意图四。

[0034] 图13为本发明筛分机的剖面示意图五。

[0035] 图14为图13中的H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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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实施例1：

[0037] 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包括：a、熔炼：先装料再抽真空至1Pa以下，开始送低功

率加热，边加热边继续抽气，随温度升高，吸附状态的气体，水份逐渐解吸而被抽出，至炉料

普遍呈现暗红色，关阀充入氩气，进行增功率升温到炉料全部熔化，并进行5分钟的精炼，精

炼完毕减功率并进行浇注，浇注完毕并进行冷却；b、制粉：将钕铁硼颗粒放入到气流磨内进

行高速碰撞，使颗粒的高速碰撞下形成粉末，将形成的粉末收集放入到筛分机内件筛选，将

磁粉中的杂质去除；c、成型：包括取向和压型，取向的作用是使混乱取向的粉未颗粒的易磁

化方向c轴转到同一个方向上来，从而获得最大的剩磁；压型的主要目的就是将粉未压制成

一定形状与尺寸的压坏，同时尽可能保持在磁场取向中所获得的晶粒取向度；d、烧结：将产

品放入到烧结炉内件烧结，得到毛坯产品；e、机械加工：烧结之后得到的钕铁硼磁体均为毛

坯，需要进一步机械加工以获得各种不同尺寸、大小和形状的产品；f、表面处理：对各种形

状的稀土永磁体进行表面处理，以保证产品的外观和耐腐蚀特性；g、成品检验和包装：对产

品的各种磁性能、耐腐蚀性能、高温性能等等进行检测，达标后进行包装，以满足客户的各

种需求；所述步骤d中的甩带氢碎料温度为1050℃，铸锭氢碎温度为1070℃，铸锭料温度为

1100℃；所述步骤e包括切割操作，对圆片和中小方块用切片机，对精度更高或有CPK要求的

需双面磨床进行加工；所述步骤d的烧结工序包括：进炉、烧结、出炉、退磁及反烧；所述步骤

f中的表面处理包括电镀，电镀具体包括：镀锌、镀镍、电泳、磷化、镀金等。

[0038] 如图1-14所示，所述步骤b中的筛分机包括桶体1和设于所述桶体1底部的箱体2，

所述箱体2内设有接料盒4，所述桶体1内壁上设有第一活动槽16，所述第一活动槽16内设有

筛板14，所述第一活动槽16顶部设有连接弹簧161，所述筛板14设于所述连接弹簧161底端，

所述桶体1内设有第一连接板3，所述第一连接板3底部设有连接轴33，所述连接轴33侧壁上

设有搅拌杆34，所述第一连接板3侧壁上设有连接杆31，所述连接杆31一端设有连接环32，

所述桶体1内壁上设有与所述连接环32相配合的第二活动槽，所述桶体1侧壁上设有用于驱

动所述连接环32转动的驱动电机111，当所述驱动电机111驱动连接环32转动时，所述筛板

14沿着所述第一活动槽16内壁做上下运动；磁粉制成后，将磁粉放入到桶体1内，使磁粉置

于筛板14表面，驱动电机111驱动连接环32转动，使连接环32带动第一连接板3转动，搅拌杆

34转动时将磁粉搅匀，使磁粉分散在桶体1内；第一连接板3在转动时带动筛板14在第一活

动槽16内运动，筛板14往下运动后在连接弹簧161弹力下往上运动，拉动筛板14快速往上运

动，使筛板14与第一活动槽16顶部产生碰撞后将磁粉抖落，使磁粉从筛板14上掉落至接料

盒4内，将磁粉中的杂质去除。

[0039] 通过搅拌杆对磁粉的搅拌作用，将桶体内的磁粉搅散，避免磁粉相互结合在一起

形成大块将筛孔堵塞，防止磁粉将杂质包裹在中部影响对磁粉的过滤效果；通过搅拌杆的

转动带动筛板在第一活动槽内做上下运动，使筛板在震动时将零散的磁粉从筛孔内抖落，

使磁粉从筛板上掉落，便于对磁粉起筛分作用；在连接弹簧的作用下，使筛板在往下运动后

产生较大的往上运动的力，从而使筛板快速往上运动时与第一活动槽顶部产生碰撞，筛板

在碰撞下产生较大的震动，有效的将筛板上的磁粉抖散，使磁粉从筛板上掉落，进一步的提

升对磁粉的过滤效果。

[0040] 桶体侧壁上设有第一活动腔15，第一活动槽和第二活动槽通过第一活动腔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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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筛板上设有推板141，推板穿设于第一活动腔内，推板顶部设于第二活动槽内，连接环底

部设有与所述推板相配合的第三凸块321，第三凸块底部两端为圆弧形结构，推板顶部两端

为圆弧形结构，便于第三凸块与推板形成配合；当连接环转动时，连接环带动第三凸块转

动，使第三凸块与推板相接粗，第三凸块推动推板往下运动，使推板推动筛板往下运动，实

现筛板在第一活动槽内的上下运动，便于将筛板上的磁粉从筛板上抖落。

[0041] 第一活动槽顶部设有支撑块162，支撑块底部设有橡胶垫163，当筛板在连接弹簧

作用下往上运动时，筛板与支撑块产生碰撞，通过橡胶垫对筛板起缓冲作用，避免直接与支

撑块碰撞对筛板造成损坏；在橡胶垫的作用下，使筛板在与橡胶垫碰撞后产生往下运动的

趋势，使筛板在于橡胶垫碰撞后残留部分动能，带动筛板产生连续的震动，将筛板上的磁粉

抖散，便于将磁粉从筛板上抖落。

[0042] 桶体侧壁上设有设备腔11，驱动电机设于设备腔内，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上设有传

动轮112，传动轮与连接环传动配合，在传动轮的作用下，将驱动电机的动力传递给连接环，

带动连接环转动，从而使连接环带动搅拌杆转动，为搅拌杆和筛板提供动能，提升对磁粉的

过滤效果。

[0043] 所述桶体1内壁上设有第二连接板12，所述第二连接板12铰接于所述桶体1内壁

上，所述筛板14上设有第三连接板13，所述第三连接板13铰接于所述筛板14上，所述第二连

接板12和所述第三连接板13一端铰接于一点，所述第二连接板12上设有第一凸块121，所述

搅拌杆34底部设有与所述第一凸块121相配合的第二凸块341；磁粉置于桶体1内后，驱动电

机111驱动连接环32转动，使连接环32带动搅拌杆34转动，搅拌杆34与磁粉相接触的同时带

动第二凸块341转动，第二凸块341与第一凸块121相接触推动第一凸块121往下运动，筛板

14随着第二凸块341做小幅高频的震动，将磁粉从筛板14上抖落，使磁粉与杂质相分离；第

一凸块随着搅拌杆转动间断性的与第二凸块相接触，第一凸块推动第二凸块往下运动，使

第二凸块推动第二连接板往下运动，第二连接板推动第三连接板往下运动，使第三连接板

推动筛板往下运动，当第一凸块与第二凸块位置错开后，在连接弹簧的作用下带动筛板往

上运动，从而使筛板产生小幅震动，通过第一凸块与第二凸块的不断接触，增加筛板震动的

频率，有效的将筛孔附近的磁粉从筛孔内抖落，避免磁粉结成块状后将筛孔堵塞，提升对磁

粉的过滤效果；当搅拌杆转动时，在搅拌杆作用下推动筛板往第一活动槽底部下方运动，筛

板运动带动第三连接板运动，使第三连接板拉动第二连接板运动，第二连接板和第三连接

板绕着连接点转动，使第二连接板和第三连接板对第一活动槽起封闭作用，避免筛板在往

下运动时磁粉掉落至第一活动槽内，便于对桶体内部进行清理，防止磁粉对筛板的运动造

成影响。

[0044] 所述箱体2内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设有接料槽22，所述接料槽22设于所述筛板14

下方，所述接料盒4设于所述接料槽22一侧，所述空腔内设有导杆23，所述导杆23底部设有

安装板24，所述安装板24顶部设有气缸25，所述气缸25活塞杆穿设于所述安装板24上，所述

气缸25活塞杆上设有铁板251，所述接料盒4上方设有刮板26；磁粉从筛板14上掉落后，磁粉

掉落在接料槽22内，安装板24沿着导杆23移动，使安装板24移动至接料槽22上方，气缸25驱

动铁板251往下运动，使铁板251与磁粉相接触，磁粉吸附在铁板251底部，气缸25驱动铁板

251运动至与安装板24底面相接触位置，安装板24沿着导杆23移动至接料盒4上方，气缸25

驱动铁板251往下运动，使铁板251底面与刮板26相接触，沿着导杆23移动安装板24，刮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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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铁板251表面的磁粉挂落，使磁粉掉落在接料盒4内，对磁粉进行收集；在铁板的作用下对

磁粉进行搬运，将磁粉从一同掉落的小颗粒杂质中分离，提升磁粉的筛分效果，有效的将磁

粉中的杂质去除；在刮板的作用下，有效的将铁板底部的磁粉刮除，使磁粉掉落在接料盒

内，通过接料盒对磁粉进行收集，以便得到筛分完成后的磁粉；安装板带动铁板在空腔内移

动，使磁粉在从筛板上掉落时安装板处于接料盒上方，避免磁粉掉落在安装板顶部造成磁

粉清理的不便，直至磁粉全部掉落在接料槽内后安装板再进行移动，将接料槽内的磁粉搬

运至接料盒内，对磁粉做进一步的筛分，便于对筛分后的磁粉进行收集。

[0045] 空腔侧壁上设有接料盒相配合的通槽，接料盒侧壁上设有推块，当磁粉被收集在

接料盒内后，往外拉动推块，将接料盒从空腔内拉出，便于对筛分后的磁粉进行收集，降低

磁粉收集难度。

[0046] 导杆侧壁上设有滑槽231，安装板顶部设有连接块，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滑槽相配

合的滑块241，在滑块与滑槽的相互配合下，对安装板起支撑作用，避免安装板从导杆上掉

落，提升安装板与导杆的配合效果；导杆设于筛板下方的一端顶部设有锥形顶232，避免磁

粉掉落在导杆顶部积留在导杆顶部，便于对筛分机内部进行清理。

[0047] 筛板上设有第二活动腔142，筛板上还设有通孔，通孔贯穿第二活动腔，第二活动

腔内设有与通孔相配合的挡块143，挡块侧壁上设有限位弹簧，第二活动腔一端设有滚轮，

滚轮上绕设有连接绳，连接绳另一端与挡块相连，第二活动腔内设有微型电机；当磁粉从筛

板上完全掉落后，微型电机驱动滚轮转动，使滚轮带动连接绳转动，连接绳绕于滚轮上，拉

动挡板往第二活动腔内部运动，使通孔处于开启状态，驱动电机驱动搅拌杆转动，使筛板产

生震动，将筛板上的杂质从通孔内抖落，对筛板进行清理；杂质从通孔处掉落至接料槽内，

箱体侧壁上设有密封门21，密封门一端铰接于箱体侧壁上，将密封门开启后便于对接料槽

内的杂质进行清理。

[0048] 在对磁粉进行筛分时，将磁粉放入到桶体内，磁粉和杂质一同置于筛板上，驱动电

机驱动连接环转动，连接环转动带动搅拌杆转动，搅拌杆对磁粉起搅拌作用，第一凸块与第

二凸块相互接触，使第一凸块推动第二凸块往下运动，在第一凸块作用下推动第二连接板

往下运动，使第二连接板推动第三连接板往下运动，带动筛板产生小幅度的震动；第三凸块

与推板相接触，使第三凸块推动推板往下运动，从而使筛板产生较大幅度的震动；使筛板在

连续的小幅震动中间断性的做大幅震动，提升筛板的震动效果，在将磁粉从块状抖散后将

磁粉从筛孔处抖落，避免磁粉滞留在筛板上；磁粉掉落在接料槽内后，安装板沿着导杆移

动，使安装板安装板移动至接料槽上方，气缸驱动铁板往下运动，使铁板与磁粉相接触，磁

粉吸附在铁板底部，气杆驱动铁板上升至与安装板底面相接触，安装板带动铁板运动，使铁

板移动至接料盒上方，气缸驱动铁板往下运动至与刮板相接触后，安装板带动铁板往刮板

方向移动，在刮板作用下将铁板底部的磁粉刮除，使磁粉掉落在接料盒内，通过接料盒对磁

粉进行收集；磁粉在收集时，微型电机驱动挡块往第二活动腔内运动，使通孔开启，驱动电

机驱动搅拌杆转动，从而使晒吧产生震动，使筛板上的杂质从通孔内掉落，筛板上的杂质通

过通孔掉落在接料槽内，使筛板上的杂质与接料槽内的杂质混在一起，开启密封门，对接料

槽内的杂质进行清理；往箱体外侧拉动推块，将接料盒往箱体外侧拉动，对接料盒内的磁粉

进行回收，便于磁粉做下一步的加工处理。

[0049]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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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包括：a、熔炼：先装料再抽真空至1Pa以下，开始送低功

率加热，边加热边继续抽气，随温度升高，吸附状态的气体，水份逐渐解吸而被抽出，至炉料

普遍呈现暗红色，关阀充入氩气，进行增功率升温到炉料全部熔化，并进行5分钟的精炼，精

炼完毕减功率并进行浇注，浇注完毕并进行冷却；b、制粉：将钕铁硼颗粒放入到气流磨内进

行高速碰撞，使颗粒的高速碰撞下形成粉末，将形成的粉末收集放入到筛分机内件筛选，将

磁粉中的杂质去除；c、成型：包括取向和压型，取向的作用是使混乱取向的粉未颗粒的易磁

化方向c轴转到同一个方向上来，从而获得最大的剩磁；压型的主要目的就是将粉未压制成

一定形状与尺寸的压坏，同时尽可能保持在磁场取向中所获得的晶粒取向度；d、烧结：将产

品放入到烧结炉内件烧结，得到毛坯产品；e、机械加工：烧结之后得到的钕铁硼磁体均为毛

坯，需要进一步机械加工以获得各种不同尺寸、大小和形状的产品；f、表面处理：对各种形

状的稀土永磁体进行表面处理，以保证产品的外观和耐腐蚀特性；g、成品检验和包装：对产

品的各种磁性能、耐腐蚀性能、高温性能等等进行检测，达标后进行包装，以满足客户的各

种需求；所述步骤d中的甩带氢碎料温度为1085℃，铸锭氢碎温度为1095℃，铸锭料温度为

1135℃；所述步骤e包括切割操作，对圆片和中小方块用切片机，对精度更高或有CPK要求的

需双面磨床进行加工；所述步骤d的烧结工序包括：进炉、烧结、出炉、退磁及反烧；所述步骤

f中的表面处理包括电镀，电镀具体包括：镀锌、镀镍、电泳、磷化、镀金等；所述筛分机的结

构与所述实施例1中的筛分机结构相同。

[0051] 实施例3：

[0052] 一种钕铁硼磁铁制造工艺，包括：a、熔炼：先装料再抽真空至1Pa以下，开始送低功

率加热，边加热边继续抽气，随温度升高，吸附状态的气体，水份逐渐解吸而被抽出，至炉料

普遍呈现暗红色，关阀充入氩气，进行增功率升温到炉料全部熔化，并进行5分钟的精炼，精

炼完毕减功率并进行浇注，浇注完毕并进行冷却；b、制粉：将钕铁硼颗粒放入到气流磨内进

行高速碰撞，使颗粒的高速碰撞下形成粉末，将形成的粉末收集放入到筛分机内件筛选，将

磁粉中的杂质去除；c、成型：包括取向和压型，取向的作用是使混乱取向的粉未颗粒的易磁

化方向c轴转到同一个方向上来，从而获得最大的剩磁；压型的主要目的就是将粉未压制成

一定形状与尺寸的压坏，同时尽可能保持在磁场取向中所获得的晶粒取向度；d、烧结：将产

品放入到烧结炉内件烧结，得到毛坯产品；e、机械加工：烧结之后得到的钕铁硼磁体均为毛

坯，需要进一步机械加工以获得各种不同尺寸、大小和形状的产品；f、表面处理：对各种形

状的稀土永磁体进行表面处理，以保证产品的外观和耐腐蚀特性；g、成品检验和包装：对产

品的各种磁性能、耐腐蚀性能、高温性能等等进行检测，达标后进行包装，以满足客户的各

种需求；所述步骤d中的甩带氢碎料温度为1065℃，铸锭氢碎温度为1080℃，铸锭料温度为

1120℃；所述步骤e包括切割操作，对圆片和中小方块用切片机，对精度更高或有CPK要求的

需双面磨床进行加工；所述步骤d的烧结工序包括：进炉、烧结、出炉、退磁及反烧；所述步骤

f中的表面处理包括电镀，电镀具体包括：镀锌、镀镍、电泳、磷化、镀金等；所述筛分机的结

构与所述实施例1中的筛分机结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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