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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公开了一种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

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a.打孔加工：通过磁铁

打孔设备将圆棒、方棒状磁铁打孔加工成圆筒状

或方筒状磁铁；b.切割加工：将圆棒、方棒状磁铁

打孔加工成圆筒状或方筒状磁铁；c.外形加工：

将圆棒、方棒状磁铁打孔加工成圆筒状或方筒状

磁铁；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钕铁硼磁铁在

进行打孔处理时，可以避免多重工序的加工，减

少对钕铁硼磁铁的加工步骤，降低了对钕铁硼的

加工成本，同时可以实现对钕铁硼的批量加工效

果，有效的的提高了对钕铁硼的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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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打孔加工：通过磁铁打孔设备将圆棒、方棒状磁铁打孔加工成圆筒状或方筒状磁铁；

切割加工：将圆棒、方棒状磁铁打孔加工成圆筒状或方筒状磁铁；

外形加工：将圆棒、方棒状磁铁打孔加工成圆筒状或方筒状磁铁；

其中，所述磁铁打孔设备包括工作台（1）、用于对圆棒磁铁的两端同时进行打孔的第一

打孔模块（2）和第二打孔模块（3）、用于分别驱动第一打孔模块（2）和第二打孔模块（3）移动

的第一驱动件（21）和第二驱动件（31）、用于放置多个圆棒磁铁的置料腔（41）及用于排出打

孔后的圆棒磁铁的排料槽（11），所述工作台（1）上设有用于固定圆棒磁铁的弧形底座（51）、

与弧形底座（51）相配合的第一弧形固定块（52）及用于驱动第一弧形固定块（52）翻转的驱

动装置，所述置料腔（41）的上方设有可翻转的第二弧形固定块（42）;在对圆棒磁铁进行打

孔前，先翻开第二弧形固定块（42），然后将多个圆棒磁铁依次放置在置料腔（41）内，再次翻

转第二弧形固定块（42），圆棒磁铁刚好与第二弧形固定块（42）的底面相接触，此时，第一驱

动件（21）启动，带动第一打孔模块（2）移动，直至与圆棒磁铁相接触，继续顶动圆棒磁铁，圆

棒磁铁逐渐移动至弧形底座（51）上，使得第一弧形固定块（52）向下翻转，固定圆棒磁铁，然

后第一打孔模块（2）和第二打孔模块（3）启动，在圆棒磁铁的两端同时进行打孔处理，打孔

结束后，第二打孔模块（3）拉动圆棒磁铁移动，直到移动至排料槽（11）上方，顺着排料槽

（11）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钕铁硼在

切割加工之后通过人工搬运的方式进行送料，然后通过采用打磨机设备对钕铁硼的边角处

进行毛刺打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钕铁硼在

打磨之前采用真空烧结的方式进行烧结处理，所述钕铁硼烧结时的温度为1100℃，所述钕

铁硼烧结时的烧结时间为4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钕铁硼磁

体的主要原料有29%-32.5%的稀土金属钕、63.95-68.65%的金属元素铁、1.1-1.2%的非金属

元素硼、0.6-1.2%的添加镝、0.3-0.5%的铌、0.3-0.5%的铝、0.05-0.15%的铜等元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钕铁硼采

用磁粉压型的方式制成，所述磁粉采用气流磨粉的方式加工而成，所述磁粉在高压气流的

环境相互碰撞融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形底座

（51）上设有用于驱动第一弧形固定块（52）自动翻转的驱动块（53），所述驱动块（53）的顶部

呈倾斜状态设置，所述弧形底座（51）的底部设有工作腔（54），所述驱动块（53）的底部设有

至少一个与工作腔（54）底部固定连接的第一弹性件（531），所述驱动块（53）的两侧分别设

有限位块（532），所述工作腔（54）的两侧分别设有与限位块（532）相配合的限位槽（541）；在

对圆棒磁铁推动时，圆棒磁铁在弧形底座（51）上移动，圆棒磁铁顺着驱动块（53）顶部的倾

斜对驱动块（53）逐渐下压，驱动块（53）向下移动，第一弹性件（531）收缩，所述限位块（532）

在限位槽（541）中下移，在圆棒磁铁逐渐离开弧形底座（51）时，驱动块（53）会通过第一弹性

件（531）的控制逐渐上移。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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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的侧壁上设有啮齿组（533），所述工作腔（54）上设有啮齿组（533）相配合的第一传动件

（542）、与第一传动件（542）相配合的第二传动件（543）及第三传动件（544），所述第二传动

件（543）和第三传动件（544）上分别设有第一传动槽（545）和第二传动槽（546），所述第一弧

形固定块（52）的端部设有第一连接部（521）和与第一连接部（521）呈垂直状态设置的第二

连接部（522），所述第二连接部（522）上设有活动槽（523），所述活动槽（523）上设有用于控

制第一弧形固定块（52）转动的第四传动件（524），所述第四传动件（524）与第三传动件

（544）啮合连接，所述第一传动槽（545）和第二传动槽（546）上设有传动带（547）；在驱动块

（53）下移的过程中，驱动块（53）通过啮齿组（533）带动第一传动件（542）转动，第一传动件

（542）的转动会带动第二传动件（543）转动，第二传动件（543）通过传动带（547）带动第三传

动件（544）转动，第三传动件（544）的转动带动第四传动件（524）转动，第四传动件（524）的

转动，带动第二连接部（522）转动，第二连接部（522）带动第一弧形固定块（52）翻转。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181281 A

3



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方法属于钕铁硼磁体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

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钕铁硼永磁材料因具有高剩磁、高矫顽力、高磁能积的优异特性，而且容易加工成

各种形状、规格的磁体，因此被广泛用于电声电讯、电机、仪表、核磁共振、磁悬浮及磁密封

等永久磁场的装置和设备，特别适用于制造各种高性能、形状复杂的产品。

[0003] 现在公开号为CN203330688U的公开文件中公开了一种钕铁硼打孔装置，该装置打

孔、铰孔工序一次完成，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提高了生产一次合格率，大大降低生产原材

料投入成本，对稀土原材料这种不可再生资源起到了很好的节能和保护作用。积极响应国

家对能源方面的控制要求，节能减排成绩显著。

[0004] 但是，该装置在送料传送时，由于钻头和铰刀位于不同位置，产品在进料传送时需

要进行两次固定，即钻孔位固定和绞孔位固定，工序较为繁琐，导致产品的加工成本较高。

[0005] 方法内容

本方法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步骤简单且加工高效的用于钕铁硼生产的

磁铁加工工艺。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方法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工

工艺,包括以下步骤：a.打孔加工：通过磁铁打孔设备将圆棒、方棒状磁铁打孔加工成圆筒

状或方筒状磁铁；b.切割加工：将圆棒、方棒状磁铁打孔加工成圆筒状或方筒状磁铁；c.外

形加工：将圆棒、方棒状磁铁打孔加工成圆筒状或方筒状磁铁；

其中，所述磁铁打孔设备包括工作台、用于对圆棒磁铁的两端同时进行打孔的第一打

孔模块和第二打孔模块、用于分别驱动第一打孔模块和第二打孔模块移动的第一驱动件和

第二驱动件、用于放置多个圆棒磁铁的置料腔及用于排出打孔后的圆棒磁铁的排料槽，所

述工作台上设有用于固定圆棒磁铁的弧形底座、与弧形底座相配合的第一弧形固定块及用

于驱动第一弧形固定块翻转的驱动装置，所述置料腔的上方设有可翻转的第二弧形固定

块;在对圆棒磁铁进行打孔前，先翻开第二弧形固定块，然后将多个圆棒磁铁依次放置在置

料腔内，再次翻转第二弧形固定块，圆棒磁铁刚好与第二弧形固定块的底面相接触，此时，

第一驱动件启动，带动第一打孔模块移动，直至与圆棒磁铁相接触，继续顶动圆棒磁铁，圆

棒磁铁逐渐移动至弧形底座上，使得第一弧形固定块向下翻转，固定圆棒磁铁，然后第一打

孔模块和第二打孔模块启动，在圆棒磁铁的两端同时进行打孔处理，打孔结束后，第二打孔

模块拉动圆棒磁铁移动，直到移动至排料槽上方，顺着排料槽排出；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

使得钕铁硼磁铁在进行打孔处理时，可以避免多重工序的加工，减少对钕铁硼磁铁的加工

步骤，降低了对钕铁硼的加工成本，同时可以实现对钕铁硼的批量加工效果，有效的的提高

了对钕铁硼的加工效率。

[0007] 所述钕铁硼在切割加工之后通过人工搬运的方式进行送料，然后通过采用打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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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对钕铁硼的边角处进行毛刺打磨；采用上述方式对钕铁硼进行处理，可以提高钕铁硼

表面的光滑度，使得后续的加工更加的简单方便。

[0008] 所述钕铁硼在打磨之前采用真空烧结的方式进行烧结处理，所述钕铁硼烧结时的

温度为1100℃，所述钕铁硼烧结时的烧结时间为4h；采用上述的烧结方式，可以保证钕铁硼

的加热稳定性，加强对钕铁硼的加工质量，有效的提高了对钕铁硼的加工效率。

[0009] 所述钕铁硼磁体的主要原料有29%-32.5%的稀土金属钕、63.95-68.65%的金属元

素铁、1.1-1.2%的非金属元素硼、0.6-1.2%的添加镝、0.3-0.5%的铌、0.3-0.5%的铝、0.05-

0.15%的铜等元素；采用上述配比的设置，使得钕铁硼可以稳定的进行生产，保证了钕铁硼

的生产质量，十分的实用可靠。

[0010] 所述钕铁硼采用磁粉压型的方式制成，所述磁粉采用气流磨粉的方式加工而成，

所述磁粉在高压气流的环境相互碰撞融合；通过上述方式进行制粉，可以提高磁粉的制取

精细度，加强对磁粉的制取质量，提高了对磁粉的制取效率。

[0011] 所述弧形底座上设有用于驱动第一弧形固定块自动翻转的驱动块，所述驱动块的

顶部呈倾斜状态设置，所述弧形底座的底部设有工作腔，所述驱动块的底部设有至少一个

与工作腔底部固定连接的第一弹性件，所述驱动块的两侧分别设有限位块，所述工作腔的

两侧分别设有与限位块相配合的限位槽；在对圆棒磁铁推动时，圆棒磁铁在弧形底座上移

动，圆棒磁铁顺着驱动块顶部的倾斜对驱动块逐渐下压，驱动块向下移动，第一弹性件收

缩，所述限位块在限位槽中下移，在圆棒磁铁逐渐离开弧形底座时，驱动块会通过第一弹性

件的控制逐渐上移；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上述驱动块可以通过钕铁硼的移动实现升

降的运动效果，以便于在钕铁硼的移动过程中自动对钕铁硼进行夹持固定，避免钕铁硼在

打孔时发生偏移而影响打孔质量，而第一弹性件的设置，可以控制驱动块在打孔完毕后自

动复位，以便于保证打孔处理的持续性，提高了对钕铁硼的打孔效率。

[0012] 所述驱动块的侧壁上设有啮齿组，所述工作腔上设有啮齿组相配合的第一传动

件、与第一传动件相配合的第二传动件及第三传动件，所述第二传动件和第三传动件上分

别设有第一传动槽和第二传动槽，所述第一弧形固定块的端部设有第一连接部和与第一连

接部呈垂直状态设置的第二连接部，所述第二连接部上设有活动槽，所述活动槽上设有用

于控制第一弧形固定块转动的第四传动件，所述第四传动件与第三传动件啮合连接，所述

第一传动槽和第二传动槽上设有传动带；在驱动块下移的过程中，驱动块通过啮齿组带动

第一传动件转动，第一传动件的转动会带动第二传动件转动，第二传动件通过传动带带动

第三传动件转动，第三传动件的转动带动第四传动件转动，第四传动件的转动，带动第二连

接部转动，第二连接部带动第一弧形固定块翻转；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上述第一弧形

固定块可以在驱动块下移时，通过各个传动件的传动，实现自动翻转的效果，以便于对钕铁

硼进行自动固定，减少了加工的步骤，降低了加工成本，同时在钕铁铁磁离开弧形底座后，

可以自动回位，以便于下一次的固定，十分的实用。

[0013] 本方法具有以下优点：本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工工艺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

使得上述钕铁硼在加工的时候，可以通过上述弧形底座和第一弧形固定块的设置，实现对

钕铁硼的自动夹持固定的效果，以便于减少对钕铁硼的加工步骤和工序，节省对钕铁硼的

加工成本，提高对钕铁硼的加工效率，十分实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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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方法的立体结构图。

[0015] 图2为图1中的A处的结构放大图。

[0016] 图3为图1中的B处的结构放大图。

[0017] 图4为图1的立体剖视图一。

[0018] 图5图4中的C处的结构放大图。

[0019] 图6为图1的立体剖视图二。

[0020] 图7为图6中的D处的结构放大图。

[0021] 图8为图7中的E处的结构放大图。

[0022] 图9为图1的立体剖视图三

图10为图9中的F处的结构放大图。

[0023] 图11为图10中的G处的结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一种用于钕铁硼生产的磁铁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a.打孔加工：通过磁铁打孔

设备将圆棒、方棒状磁铁打孔加工成圆筒状或方筒状磁铁；b.切割加工：将圆棒、方棒状磁

铁打孔加工成圆筒状或方筒状磁铁；c.外形加工：将圆棒、方棒状磁铁打孔加工成圆筒状或

方筒状磁铁；所述钕铁硼在切割加工之后通过人工搬运的方式进行送料，然后通过采用打

磨机设备对钕铁硼的边角处进行毛刺打磨；采用上述方式对钕铁硼进行处理，可以提高钕

铁硼表面的光滑度，使得后续的加工更加的简单方便；所述钕铁硼在打磨之前采用真空烧

结的方式进行烧结处理，所述钕铁硼烧结时的温度为1100℃，所述钕铁硼烧结时的烧结时

间为4h；采用上述的烧结方式，可以保证钕铁硼的加热稳定性，加强对钕铁硼的加工质量，

有效的提高了对钕铁硼的加工效率；所述钕铁硼磁体的主要原料有29%-32.5%的稀土金属

钕、63.95-68.65%的金属元素铁、1.1-1.2%的非金属元素硼、0.6-1.2%的添加镝、0.3-0.5%

的铌、0.3-0.5%的铝、0.05-0.15%的铜等元素；采用上述配比的设置，使得钕铁硼可以稳定

的进行生产，保证了钕铁硼的生产质量，十分的实用可靠；所述钕铁硼采用磁粉压型的方式

制成，所述磁粉采用气流磨粉的方式加工而成，所述磁粉在高压气流的环境相互碰撞融合；

通过上述方式进行制粉，可以提高磁粉的制取精细度，加强对磁粉的制取质量，提高了对磁

粉的制取效率。

[0025] 如图1-11所示，其中，所述磁铁打孔设备包括工作台1、用于对圆棒磁铁的两端同

时进行打孔的第一打孔模块2和第二打孔模块3、用于分别驱动第一打孔模块2和第二打孔

模块3移动的第一驱动件21和第二驱动件31、用于放置多个圆棒磁铁的置料腔41及用于排

出打孔后的圆棒磁铁的排料槽11，所述工作台1上设有用于固定圆棒磁铁的弧形底座51、与

弧形底座51相配合的第一弧形固定块52及用于驱动第一弧形固定块52翻转的驱动装置，所

述置料腔41的上方设有可翻转的第二弧形固定块42;在对圆棒磁铁进行打孔前，先翻开第

二弧形固定块42，然后将多个圆棒磁铁依次放置在置料腔41内，再次翻转第二弧形固定块

42，圆棒磁铁刚好与第二弧形固定块42的底面相接触，此时，第一驱动件21启动，带动第一

打孔模块2移动，直至与圆棒磁铁相接触，继续顶动圆棒磁铁，圆棒磁铁逐渐移动至弧形底

座51上，使得第一弧形固定块52向下翻转，固定圆棒磁铁，然后第一打孔模块2和第二打孔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0181281 A

6



模块3启动，在圆棒磁铁的两端同时进行打孔处理，打孔结束后，第二打孔模块3拉动圆棒磁

铁移动，直到移动至排料槽11上方，顺着排料槽11排出；上述第一打孔模块和第二打孔模块

均为普通的打孔设备设置，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上述第一驱动件和第二驱动件均采

用无杆气缸设置，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上述驱动装置由第一传动件、第二传动件、第

三传动件及第四传动件之间的配合结构组成。

[0026] 上述置料腔41内设有用于支撑圆棒磁铁的弧形底板411，所述弧形底板411的底部

设有与置料腔41固定连接的第二弹性件412，置料腔41的侧壁上设有用于限定弧形底板411

的移动范围的固定槽412，所述弧形底板411上设有与固定槽412相配合的移动块413，所述

工作台1上设有用于支撑第二弧形固定板42转动的支撑台12，所述第二弧形固定板42上设

有外沿部421，所述支撑台12上设有两个用于阻挡第二弧形固定板42翻转的旋转块121和用

于阻挡旋转块121的挡块122；在对钕铁硼打孔之前，先转动旋转块，旋转块离开外沿部，再

翻转第二弧形固定板，打开置料腔，将多个圆棒磁铁依次排列放置在弧形底板上，随着圆棒

磁铁不断的放置，弧形底板不断下移，第二弹性件收缩，直至弧形底板无法再下移，翻转第

二弧形固定块，转动旋转块，使得旋转块转动至外沿部上，形成锁紧，从而完成对钕铁硼的

填装，在最上面的钕铁硼离开弧形底板时，下一个钕铁硼通过第二弹性件的作用，自动上

移，与第二弧形固定块紧贴，等待加工；上述第二弹性件采用螺旋弹簧设置，为现有技术，此

处不再赘述；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圆棒磁铁可以实现自动送料和批量处理效果，节省

了输送圆棒磁铁所需的时间，有效的提高了对磁铁的加工效率。

[0027] 所述弧形底座51上设有用于驱动第一弧形固定块52自动翻转的驱动块53，所述驱

动块53的顶部呈倾斜状态设置，所述弧形底座51的底部设有工作腔54，所述驱动块53的底

部设有至少一个与工作腔54底部固定连接的第一弹性件531，所述驱动块53的两侧分别设

有限位块532，所述工作腔54的两侧分别设有与限位块532相配合的限位槽541；在对圆棒磁

铁推动时，圆棒磁铁在弧形底座51上移动，圆棒磁铁顺着驱动块53顶部的倾斜对驱动块53

逐渐下压，驱动块53向下移动，第一弹性件531收缩，所述限位块532在限位槽541中下移，在

圆棒磁铁逐渐离开弧形底座51时，驱动块53会通过第一弹性件531的控制逐渐上移；上述第

一弹性件采用螺旋弹簧设置，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

[0028] 所述驱动块53的侧壁上设有啮齿组533，所述工作腔54上设有啮齿组533相配合的

第一传动件542、与第一传动件542相配合的第二传动件543及第三传动件544，所述第二传

动件543和第三传动件544上分别设有第一传动槽545和第二传动槽546，所述第一弧形固定

块52的端部设有第一连接部521和与第一连接部521呈垂直状态设置的第二连接部522，所

述第二连接部522上设有活动槽523，所述活动槽523上设有用于控制第一弧形固定块52转

动的第四传动件524，所述第四传动件524与第三传动件544啮合连接，所述第一传动槽545

和第二传动槽546上设有传动带547；在驱动块53下移的过程中，驱动块53通过啮齿组533带

动第一传动件542转动，第一传动件542的转动会带动第二传动件543转动，第二传动件543

通过传动带547带动第三传动件544转动，第三传动件544的转动带动第四传动件524转动，

第四传动件524的转动，带动第二连接部522转动，第二连接部522带动第一弧形固定块52翻

转；上述第一传动件、第二传动件、第三传动件及第四传动件均采用传动齿轮设置，为现有

技术，此处不再赘述，上述传动带为目前市场上已有的产品，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

[0029] 上述活动槽523的一端通过一驱动轴55与工作台1之间活动连接，所述驱动轴5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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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限位部551，所述第二连接部522上设有与限位部551相配合的限位槽525和用于供驱动

轴55移动的移动槽526，所述移动槽526上设有与移动槽526连接的第三弹性件527，上述第

二打孔模块3上设有用于控制加工后的钕铁硼移动的磁性件31；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

上述钕铁硼在打孔加工之后，可以通过磁性件的作用，随着第二打孔模块的移动而移动，以

便于在打孔之后，直接进行输送，避免了人工搬运的麻烦，有效的提高了对钕铁硼的送料效

率。

[0030] 上述第三弹性件采用螺旋弹簧设置，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上述磁性件采用

永磁体设置，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在对钕铁硼打孔完毕后，第一打孔模块退出钕铁

硼上的孔，第二打孔模块朝着钕铁硼的方向继续移动，顶动驱动轴，使得驱动轴移动，驱动

轴的移动带动第四传动件移动，第四传动件与第三传动件分离，第三弹性件收缩，且第三弹

性件具有一定的扭力，带动第一弧形固定块翻转至分离时的角度，此时，第一弧形固定块放

松钕铁硼，磁性件与钕铁硼相接触，磁性件吸引钕铁硼，随着第一打孔模块的移动而移动，

直至钕铁硼掉落至排料槽内，而随着钕铁硼的移动，驱动块逐渐上升，第三传动件逐渐转

动，直至回到原状，此时，第四传动件通过第三弹性件的作用，回移，刚好插入第三传动件

中，继续下一个钕铁硼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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