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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磁钢制品及其粉末冶金制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磁钢制品及其粉末冶金

制造方法。该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Fe-Mn预合金粉制备：该Fe-Mn预合金粉包括如下

重量百分比的成分：Mn 20～50％、C 0 .2～

0.6％、Si 0.5～1.2％、S≤0.05％、P≤0.1％、O

≤1.15％，余量为Fe；于所述Fe-Mn预合金粉中加

入其它合金粉末和粘结剂，混合后成型，得到生

坯；将所述生坯进行烧结，得所述无磁钢制品。该

方法制备得到的无磁钢制品尺寸稳定、密度高、

强韧性好，且制造方法简单、制造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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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Fe-Mn预合金粉制备：该Fe-Mn预合金粉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Mn  20～50％、C 

0.2～0.6％、Si  0.5～1.2％、S≤0.05％、P≤0.1％、O≤1.15％，余量为Fe；

于所述Fe-Mn预合金粉中加入Cu粉、Cr粉、Ni粉、P粉和Fe粉，得合金粉末；再于所述合金

粉末中加入粘结剂，混合后压制成型，得到生坯；其中，所述合金粉末以重量百分比计，包括

所述Fe-Mn预合金粉60～80％、Cu粉15～25％、Cr粉1～5％、Ni粉1～5％、P粉1～2％和Fe粉2

～4％；

将所述生坯进行烧结，得所述无磁钢制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Fe-Mn预

合金粉的粒度分布为80～300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Fe-Mn预

合金粉由A3钢、石墨和电解锰经熔炼混合后，采用水雾化法制备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坯密度

为5.8～6.4g/cm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烧结的温

度为1150℃～1200℃，时间1～2h。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粘结剂的加入量为所述合金粉末重量的0.6～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剂为

硬脂酸锌。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无磁钢制品为平衡块。

9.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制造得到的无磁钢制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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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磁钢制品及其粉末冶金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粉末冶金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无磁钢制品及其粉末冶金制造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无磁钢的用途非常广泛，在自动控制系统、精密仪表、电讯和电机，以及许多军事

领域中都需要采用无磁钢。如随着制冷行业的发展，压缩机的需求越来越大，压缩机中的平

衡块作用重大，其维持了曲轴在高速旋转时的平稳状态。平衡块所用的材料从成本高的铜

基逐渐改用成本较低的高锰钢铁基，且材料均要求不带磁性或不被磁化。

[0003] 目前，如平衡块等的无磁钢制品主要采用精密铸造或锻造工艺制备。而精密铸造

或锻造的生产周期较长，成本较高，同时由于设备的尺寸不断变小，无磁钢制品的大小也在

减小，不适合用精密铸造或锻造来生产。因此采用传统精密铸造或锻造工艺越来越难于满

足市场的需求。

[0004] 现有的粉末冶金制造无磁钢工艺，由于Fe-Mn合金粉的强度高，且具有强烈的加工

硬化的特性，导致粉末压制性和成形性差，生坯强度低，使粉末冶金制品的密度和强韧性较

差，而若采用元素粉Mn粉和Fe粉普通压制成形，烧结时由于Mn高温时升华产生较大的蒸汽

压，材料合金化困难，达不到无磁性、高密度和强韧性的要求。

[0005] 基于此，部分现有技术为改善粉末压制品的密度，在Fe-Mn合金粉中加入WC元素粉

末进行压制，以WC元素粉末的高比重来提高生坯密度，但是由于WC塑性差难以压制成形，因

此需采用高速压制才能得以成型，这种方法压制工艺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6]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高密度、强韧性好、方法简单、制造成本低的无磁钢制品

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

[0007] 一种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Fe-Mn预合金粉制备：该Fe-Mn预合金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Mn20～50％、C 

0.2～0.6％、Si  0.5～1.2％、S≤0.05％、P≤0.1％、O≤1.15％，余量为Fe；

[0009] 于所述Fe-Mn预合金粉中加入Cu粉、Cr粉、Ni粉、P粉和Fe粉，得合金粉末；再于所述

合金粉末中加入粘结剂，混合后压制成型，得到生坯；其中，所述合金粉末以重量百分比计，

包括Fe-Mn预合金粉60～90％、Cu粉10～25％、Cr粉0～5％、Ni粉0～5％、P粉0～2％和Fe粉0

～30％；

[0010] 将所述生坯进行烧结，得所述无磁钢制品。

[0011] 上述合金粉末优选为，以重量百分比计，包括所述Fe-Mn预合金粉60～80％、Cu粉

15～25％、Cr粉1～5％、Ni粉1～5％、P粉1～2％和Fe粉2～4％。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Fe-Mn预合金粉的粒度分布为80～300目。该粒度分布

是指过筛后筛下的Fe-Mn预合金粉的粒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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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Fe-Mn预合金由A3钢、石墨和电解锰经熔炼混合后，采

用水雾化法制备而成。

[0014] A3钢是指标准化学成分为Fe和C的钢，A3是钢的标号，3是指其含碳量0.003％。

[001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无磁钢制品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Mn16～30％、

Cu  10～25％、C  0.12～0.6％、Si  0.5～1.2％、S≤0.1％、Cr≤5％，Ni≤5％、P≤2％，余量

为Fe。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生坯密度为5.8～6.4g/cm3。

[001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烧结的温度为1150℃～1200℃，时间1～2h。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粘结剂的加入量为所述合金粉末重量的0.6～1.0％。

[001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粘结剂为硬脂酸锌。

[002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无磁钢制品为平衡块。

[0021] 本发明还提供所述的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制造得到的无磁钢制品。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该方法采用复合配粉的方

法，即先制备Fe-Mn预合金粉，再在Fe-Mn预合金粉中进一步添加Fe粉、Cu粉(优选为进一步

添加P粉、Ni粉、Cr粉)等元素粉以制备合金粉末，并合理配置合金粉末中Fe-Mn预合金粉与

元素粉的成分，由于元素粉具有较好的压制性和成形性，将Fe-Mn预合金粉和元素粉混合

后，能够有效解决预合金Fe-Mn粉压缩性和成形性差的问题，所得合金粉末压缩性好，采用

普通机械压机即可压制成型，制得的无磁钢制品尺寸稳定、密度可达到7.3～7.5g/cm3，抗

拉强度达到380～480MPa，伸长率高达3～5％。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无磁钢制品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不仅无磁钢制品性能

高，而且工艺简单、成本低，可用于对力学性能要求高的场合，大幅扩展现有无磁钢制品的

工业化应用范围。

[0025] 此外，合理控制各步骤的工艺参数，能够进一步保证制得的无磁钢制品的优良性

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无磁钢制品及其粉末冶金制造方法作进一步详

细的说明。

[0027] 本发明采用的Fe-Mn预合金粉的粒度分布为80～300目，制备方法如下：

[0028] 根据所需的Fe-Mn预合金粉成分，按一定配比将A3钢置于中频炉中升温熔化后，加

入电解锰和石墨；待熔清后，用硅铁脱氧，采用水雾化法制备Fe-Mn预合金粉。

[0029] 实施例1

[0030] 本实施例一种无磁钢制品(平衡块)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1] a)首先，按重量百分比为Fe-Mn预合金粉60％、Cu粉25％、Cr粉5％、Ni粉5％、P粉

1％，剩余为Fe粉，配制混合粉末，再加入该混合粉末总重量0.6％的硬脂酸锌(粘结剂)，用

混粉机搅拌均匀备用；

[0032] 其中，Fe-Mn预合金粉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Mn  50％、C  0.2％、Si  1％、S≤

0.05％、P≤0.1％、O≤1.15％，余量为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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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b)将混好的混合粉末送普通机械压机压制成型，制得平衡块的生坯，密度控制在

6.4g/cm3。

[0034] c)将压制的生坯在推舟炉中进行烧结，其烧结温度为1150℃～1200℃，烧结时间

1.5h。

[0035] d)对烧结后的生坯进行抛光去毛刺处理，即可，所得平衡块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

的成分：Mn  30％、Cu  25％、C  0.12％、Si  0.6％、S≤0.1％、Cr  5％，Ni  5％、P  1％，余量为

Fe。

[0036] 实施例2

[0037] 本实施例一种无磁钢制品(平衡块)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a)首先，按重量百分比Fe-Mn预合金粉80％、Cu粉15％、Cr粉1％、Ni粉1％、P粉1％，

剩余为Fe粉，配制混合粉末，再加入该混合粉末总重量0.8％的硬脂酸锌(粘结剂)，用混粉

机搅拌均匀备用；

[0039] 其中，Fe-Mn预合金粉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Mn  30％、C  0.3％、Si0.8％、S

≤0.05％、P≤0.1％、O≤1.15％，余量为Fe。

[0040] b)将混好的混合粉末送普通机械压机压制成型，制得平衡块的生坯，密度控制在

6.0g/cm3。

[0041] c)将压制的生坯在推舟炉中进行烧结，其烧结温度为1150℃～1200℃，烧结时间

1.5h。

[0042] d)对烧结后的生坯进行抛光去毛刺处理，即可，所得平衡块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

的成分：Mn  24％、Cu  15％、C  0.24％、Si  0.64％、S≤0.1％、Cr1％，Ni  1％、P  1％，余量为

Fe。

[0043] 实施例3

[0044] 本实施例一种无磁钢制品(平衡块)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5] a)首先，按重量百分比Fe-Mn预合金粉90％、Cu粉10％，配制混合粉末，再加入该混

合粉末总重量1.0％的硬脂酸锌(粘结剂)，用混粉机搅拌均匀备用；

[0046] 其中，Fe-Mn预合金粉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Mn  20％、C  0.6％、Si0.6％、S

≤0.05％、P≤0.1％、O≤1.15％，余量为Fe。

[0047] b)将混好的混合粉末送普通机械压机压制成型，制得平衡块的生坯，密度控制在

5.8g/cm3。

[0048] c)将压制的生坯在推舟炉中进行烧结，其烧结温度为1150℃～1200℃，烧结时间

1.5h。

[0049] d)对烧结后的生坯进行抛光去毛刺处理，即可，所得平衡块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

的成分：Mn  18％、Cu  10％、C  0.54％、Si  0.54％、S≤0.1％，余量为Fe。

[0050] 对比例

[0051] 本对比例一种无磁钢制品(平衡块)的粉末冶金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2] a)首先，按照Mn  20％、Cu  15％、C  0 .5％、Si  1％、S≤0.5％、Cr  2％，Ni  2％、P 

1％，余量为Fe，配制混合粉末，用混粉机搅拌均匀备用。

[0053] b)将混好的合金粉末送普通机械压机压制成型，制得平衡块的生坯，密度控制在

6.2g/cm3。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6270494 B

5



[0054] c)将压制的生坯在推舟炉中进行烧结，其烧结温度为1150℃～1200℃，烧结时间

1.5h。

[0055] d)对烧结后的生坯进行抛光去毛刺处理，即可，所得平衡块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

的成分：Mn  20％、Cu  15％、C  0.5％、Si  1％、S≤0.5％、Cr  2％，Ni  2％、P  1％，余量为Fe。

[0056] 实施例1-3和对比例的性能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57] 表1

[0058]

[0059]

[0060]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61]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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