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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FD 系列快速充磁机 
 

1、概述 
PFD-系列快速恒压型充磁机运用 30 年的实践经验参数与 CAD 设计技术相结合，设计思想直接

来源于工厂产品需要，采用高压脉冲油浸电容器，工业级的 PLC 可编程控制器,采用力田公司专用的

触发控制器。触发控制器控制大功率可控硅关断，PLC 控制充磁机的高压隔离取样、过程操作运行，

实现了充磁机的操作安全和工作可靠，充磁机具有恒功率充电，充电电流小，电压控制精度高，节约

能源，充磁机内部发热量小的优点，充磁机完全能够胜任工厂产品的连续 24 小时批量充磁使用场合

及军工产品工艺严格要求的充磁。充磁机有充电完毕指示、关机自动放电的功能，可选配退磁功能。 

PFD-系列充磁机对电网无干扰、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广泛应用于磁材、电机、电声等行业，

适用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军工产品单位的等，实现钐钴、钕铁硼、铁氧体、铝镍钴等材料和器件

的充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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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参数 

 

 

 

 

 

 

 

 

型      号  PFd-1000 型  PFd-2004 型  PFd-2006 型  PFD-3000 型  

充电时间（ s ）  ≤4-10  ≤ 5-25  ≤ 5-25 ≤ 5-15  

充电电压（ V ）  0 ～ 1000  0 ～ 2000  0 ～ 2000  100～ 3000/3500V 

电容量（μ F ） 2200～11000  500～ 4000  4000～ 6000  2200～16000  

最大磁化电流  约 19000 约 30000  约 40000  约 8500～ 40000 

充磁线圈中心磁场

强度（奥斯特）  

φ 22mm ≥ 9.2 万  φ 100mm ≥ 3.2 万  φ 120mm ≥ 4.2 万  φ 220mm ≥ 4.2 万  

φ 77mm ≥ 3.2 万  φ 70mm ≥ 5.2 万  φ 80mm ≥ 6.2 万  φ 100mm ≥ 6.3 万  

φ 130mm ≥ 1.7 万  φ 50mm ≥ 7.3 万 ,  φ 60mm ≥ 8.2 万  φ 60mm ≥ 8.2万  

磁体尺寸 (mm)  

钐钴≤φ 45  钐钴≤φ 70  钐钴≤φ 80  铁氧体≤φ 450 

钕铁硼 ≤φ 77  钕铁硼 ≤φ 100  钕铁硼 ≤φ 120  铝镍钴≤φ 500  
铝镍钴铁≤φ 130  铝镍钴铁≤φ 150  铝镍钴≥φ 150  钕铁硼 ≤φ 220  

尺寸（ mm ）  600 ×700 × 1400  850 × 700 × 1450  850 × 750 × 1550  1200 × 1400 × 1400 

重量 (kg)  约 300  约 400  约 500  约 600  

输入电源  AC 220V 50Hz  AC 220V 50Hz  AC 220V 50Hz  AC 220V 50Hz 

/380V 

功    率  约 2kVA  约 4kVA  约 5kVA  约 6.2kVA  

退磁功能  可以选配 

适用范围  钐钴、钕铁硼、铁氧体、塑磁、铝镍钴  

备    注 

1、 充电时间与电压精度有关，其它的规格型号请来电查询，可按要求订制充磁机。 

2、PFD-3000 快速充磁机专为大块钕铁硼，钐钴磁体，粘接大块磁体的充磁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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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FD-500T 型正反向一体式充磁机 
 

1、概述 
PFD-500TA 型恒压脉冲充磁机是一体台式结构、具有手动样品夹紧机构，样品固定方便，通过

电子开关控制正向和反向充磁，操作快捷、高效简便。 

PFD-500TA 型恒压型脉冲台式充磁机，采用专用长寿命高压电容器，有两千多万次的使用寿命。

充磁机采用电子开关，无机械触点，使用寿命长。 

PFD-500TA 型恒压充磁机设计思想直接来源于工厂，采用高压脉冲油浸电容器、PLC 可编程控

制器、高压隔离传感器、恒功率充电的先进技术，具有充电电流小，电压控制精度高，环保节能，可

靠性高，稳定性好，操作安全的优点。  

PFD-500TA 型恒压型充磁机对电网无干扰、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广泛应用于磁材、电机、

电声等行业，适用于钐钴、钕铁硼、铁氧体、铝镍钴等材料和器件的磁化充磁与磁性测量。 

2、技术参数 
充磁电压：DC100V－500V 

充电时间：15S 

中心磁场：≥ 3T ( Φ60mm) 

电容器总容量：10000μF 

消耗功率：1500W 

工作方式：连续或间断 

主机外形尺寸：700mm（W）×930mm（L）×1300mm（H） 

充磁台尺寸：700mm（W）×500mm（L）×700mm（H） 

主机重量：3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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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FD-1000 型 PLC 快速充磁机 
 

1、概述 
PFD-1000 型恒压脉冲充磁机，是一种高性能的脉冲充磁设备。它的基本原理是工频交流电压经

升压后，经过整流电路及限流控制电路向高压电容器组充电储能，当达到设定电压值后，电容组中的

电场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向线圈放电，强大的脉冲电流将激发极强的脉冲磁场，从而实现对磁性材

料及组件产品的充磁。 

PFD-1000 恒压脉冲充磁机，采用充磁机专用长寿命高压电容器，有两千多万次的使用寿命。开

关元件采用电子开关，无机械触点，具有使用长寿命，工作可靠性的优点。 

PFD-1000 快速充磁机设计思想直接来源于工厂，采用高压脉冲油浸电容器、PLC 可编程控制器、

高压隔离传感器、恒功率充电的先进技术，具有充电电流小，电压控制精度高，节约能源，充磁机电

路发热量小，可靠性高、稳定性好，操作安全的特点，完全能够胜任工厂连续 24 小时产品批量充磁，

满足严格工艺要求的军工产品充磁，充磁机有充电完毕指示、关机自动放电得功能。 

PFD-1000 充磁机对电网无干扰、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广泛应用于磁材、电机、电声等行业，

适用于对钐钴、钕铁硼、铁氧体、铝镍钴等材料和器件的充磁与测量。 

2、特点 
充磁机整流电路控制采用固态继电器过零触发，对电网不产生高次谐波的影响。  

选用优质油浸式脉冲电容器储能，大功率可控硅放电充磁。 

采用先进的 PLC 可编程控制器、调节充电电压，电压控制稳定，重复性好。 

充磁机工作效率高，且能在严重谐波干扰的条件下能可靠地工作。 

高压取样采用高压隔离技术。 

有充电和充磁延时保护电路，保证充磁机操作的安全和可靠。 

3、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AC220V/380V ±5％ 

充磁电压：DC50－1000V 

充电时间：3S-15S 

电容器总容量：11000μF 

最大磁化电流：10000A 

输出能量：大于 5000J 

消耗功率：<2kW 

工作方式：连续或间断 

主机外形尺寸：600 mm（W）×700mm（L）×1400mm（H） 

主机重量：2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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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FD-2000 快速恒压充磁 
 

1、概述 
PFD-2000 恒压脉冲充磁机，是一种高性能的脉冲充磁设备。它的基本原理是工频交流电压经升

压后，经过整流电路及限流控制电路向高压电容器组充电储能，当达到设定电压值后，电容组中的电

场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向线圈放电，强大的脉冲电流将激发极强的脉冲磁场。从而实现对磁性材料

及组件产品的充磁。 

PFD-2000 恒压脉冲充磁机，采用充磁机专用长寿命高压电容器，有两千多万次的使用寿命。采

用电子开关，无机械触点，具有工作效率高，可靠性高的优点。 

PFD-2000 充磁机设计思想直接来源于工厂，采用高压脉冲油浸电容器、PLC 可编程控制器、高

压隔离传感器、恒功率充电的先进技术，具有充电电流小，电压控制精度高，节约能源，电路发热量

小，可靠性高、稳定性好，操作安全的特点，完全能够胜任工厂连续 24 小时产品批量充磁，及工艺

严格要求的军工产品充磁，有充电完毕指示、关机自动放电的功能。 

PFD-2000 充磁机对电网无干扰、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广泛应用于磁材、电机、电声等行业，

适用于钐钴、钕铁硼、铁氧体、铝镍钴等材料和器件的充磁与测量。 

2、特点 
充磁机整流电路控制采用固态继电器过零触发，对电网不产生高次谐波的影响。 

选用优质油浸式脉冲电容器储能，大功率可控硅放电充磁。 

采用 PLC 可编程控制器、调节充电电压，电压控制稳定，重复性好。 

工作效率高，且能在严重谐波干扰的条件下能可靠地工作。 

采用高压隔离技术，操作安全。 

有充电和充磁延时保护电路，操作充磁机安全可靠。 

3、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380V/AC220V±5％(可订制单相或三相电源) 

充磁电压：DC100－2000V 

充电时间：6S-15S 

电容器总容量：6000μF 

最大磁化电流：20000A 

输出能量：大于 12000J 

消耗功率：<2kW 

工作方式：连续或间断 

主机外形尺寸：700 mm（W）×800mm（L）×1400mm（H） 

主机重量：3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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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FD-3000 型大能量快速充磁机 
 

1、概述 
PFD-3000 型恒压快速脉冲充磁机是一种高性能的脉冲充磁设备，适用于大块的钕铁硼，钐钴，

铁氧体的充磁。它的基本原理是工频交流电压经过升压，经过整流电路及限流控制电路向高压电容器

组充电储能，当达到设定电压值后，电容组中的电场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向线圈放电，强大的脉冲

电流将激发极强的脉冲磁场，从而实现对磁性材料及组件的充磁。 

PFD-3000 恒压快速脉冲充磁机，采用充磁机专用长寿命高压电容器，有两千多万次的使用寿命。

采用电子开关，无机械触点，提高了设备的工作效率，使充磁机具有很高的工作可靠性。 

PFD-3000 充磁机设计思想直接来源于工厂产品的充磁需要，采用高压脉冲油浸电容器、PLC 可

编程控制器、高压隔离传感器、恒功率充电的先进技术，具有充电电流小，电压控制精度高，环保节

能，电路发热量小的特点，充磁机完全能够胜任工厂 24 小时连续批量的产品充磁，对充磁工艺严格

要求的军工产品充磁，充磁机有充电完毕指示、关机自动放电的功能。 

PFD-3000 型恒压快速充磁机对电网无干扰、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广泛应用于磁材、电机、

电声的行业，实现对钐钴、钕铁硼、铁氧体、铝镍钴等磁性材料和器件的充磁与测量。 

2、特点 
充磁机整流电路控制采用固态继电器过零触发，对电网不产生高次谐波的影响。 

充磁机选用优质油浸式脉冲电容器储能，大功率可控硅控制放电充磁。 

充磁机采用 PLC 可编程控制器、调节充电电压，电压控制稳定，电压重复性好。 

充磁机工作效率高，能在严重谐波干扰的条件下可靠地工作。 

充磁机取样采用高压隔离技术，操作安全。 

充磁机带有充电和充磁延时保护电路，操作充磁机安全可靠。 

充磁机选用的器件有较大余量，过载能力强，能可连续长期工作。 

3、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  ：AC220V/380V±5％(可订制单相或三相电源) 

充电电压  ：DC100－3000/3600V 

充电时间  ：10S-15S 

电容器总容量：4000μF—20000μF 

最大磁化电流：20000A 

消耗功率  ：<8kW 

工作方式  ：连续或间断 

主机外形尺寸：1200 mm（W）×1400mm（D）×1600mm（H） 

主机重量：8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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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产品参数对比 
 

参 数 
PFD-3000 型大能

量快速充磁机 

PFD-1000 型快速

PLC充磁机 

PFD-2000 型快速

恒压充磁机 

PFD-500T 正反向

一体式充磁机 

工作电压 

AC220V/380V±5％

(可指定单相或三

相电源) 

AC220V/380V ±

5％ 

380V/AC220V±5％

(可指定单相或三

相电源) 

AC220V±5％ 

充磁电压 DC100－3000V DC50－1000V DC100－2000V DC100－500V 

充电时间 10S-15S 3S-10S 6S-15S 15S 

中心磁场 由充磁线圈确定 ≥ 3T ( Φ60mm) 

电容器总

容量 
12000μF 11000μF 6000μF 10000μF 

最大磁化

电流 
40000A 16000A 20000A 10000A 

消耗功率 <8kW <2kW <2kW 1.5kw 

工作方式 连续或间断 连续或着间断 连续或间断 连续或间断 

外形尺寸 

1200 mm （ W） ×

1400mm （ D ） ×

1600mm（H） 

600 mm（W）×700mm

（L）×1400mm（H） 

700 mm（W）×800mm

（L）×1400mm（H） 

700mm（W）×930mm

（L）×1300mm（H） 

冲磁台尺

寸 
订制 

主机重量 800kg 200kg 300kg 300kg 

 

 

七、订制充磁线圈夹具 
 

1、平面充磁夹具，充磁线圈，充磁台，充磁工装。 

2、可以设计制造多极，单极的充磁工装， 

3、专业订制各种永磁、硬磁、软磁、塑磁、喇叭、耳机、电机、磁瓦的充磁线圈、充磁夹具、充

磁台。 

4、线圈样式可订制成普通风冷式、强制风冷式，水冷式、油冷式。 

 

 

 

 



  绵阳市力田电磁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手册 

邮箱：623939406@qq.com    电话：400-0816-986    官网：www.myltem.com    传真：0816-8014779 

 

 
企业简介 

 
绵阳市涪城区力田磁电科技有限公司（力田磁电技术应用研究所），于 2002 年 5

月成立，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拥有 1 项发明专利，3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是集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公司团队认真务实，突出产品性能，技术在行业领先，追求卓越，力创磁电产品第

一品牌，已经定型生产的仪器设备有：交直流电磁铁（电磁场）、退磁机、充磁机、脱

磁器、数字高斯计、数字磁通计、标准磁体、硬盘消磁器、磁处理装置、智能振实密

度测试仪、粉末流动性/松装密度测定仪。 

力田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舰艇、汽车、模具、电镀溅射、粉末冶金、生物医电、

磁性材料、磁光霍尔效应、生产流水线、汽车零配件、机械加工、轴承、制动器、磁

传感器、离子束焊接等领域。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飞云大道中段 120号附一号    

电话：0816-2399798  2972015  2972017  2972019 

传真：0816-8014779  

网址：www.litianem.com  www.myltem.com      

邮箱：myltem@myltem.com  myltem@163.com  

 

扫描二维码关注力田公众微信平台 

 

http://www.litianem.com/
http://www.mylt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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