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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

磁电机，包括内转子、外转子以及若干模块化定

子，所有模块化定子依次拼接构成一个完整的定

子，每个模块化定子包括定子轭部以及分别位于

定子轭部两侧的内定子齿和外定子齿，所有内定

子齿上均绕有电枢绕组，全部或部分外定子齿上

绕有电枢绕组，各外定子齿上属于同相的电枢绕

组依次首尾相连组成一相，各内定子齿上属于同

相的电枢绕组依次首尾相连组成一相；对于内转

子和外转子，其中一个为面贴式转子，另一个为

凸极转子，面贴式转子的表面完全被永磁体覆

盖，凸极转子的相邻凸极铁芯之间设置永磁体而

形成交替极永磁转子。本发明解决了双转子永磁

电机内外定子之间的电磁耦合问题，提升了电机

输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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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内转子、外转子以及若干模块

化定子，所有模块化定子依次拼接构成一个完整的定子，该定子位于内转子与外转子之间

且分别与内转子和外转子形成独立的气隙，每个模块化定子包括定子轭部以及分别位于定

子轭部两侧的内定子齿和外定子齿，内定子齿靠近内转子，外定子齿靠近外转子，所有内定

子齿上均绕有电枢绕组，全部或部分外定子齿上绕有电枢绕组，各外定子齿上属于同相的

电枢绕组依次首尾相连组成一相，各内定子齿上属于同相的电枢绕组依次首尾相连组成一

相；对于所述内转子和外转子，其中一个为面贴式转子，另一个为凸极转子，面贴式转子的

表面完全被永磁体覆盖，凸极转子的相邻凸极铁芯之间设置永磁体而形成交替极永磁转

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其特征在于：每个模块化定子包

括n个内定子齿和m个外定子齿，n≥1，m≥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其特征在于：每个模块化定子包

括a个内定子齿、b个完整的外定子齿以及位于b个完整外定子齿两侧的两个半外定子齿，相

邻模块化定子上的半外定子齿拼接构成一个完整的外定子齿，所有由半外定子齿拼接构成

的外定子齿上不绕设电枢绕组，a≥1，b≥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其特征在于：内、外转子的永磁

极对数不同，且内、外定子上电枢绕组含有的电枢磁动势谐波不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其特征在于：面贴式转子表面相

邻永磁体的极性相反，交替极永磁转子上所有永磁体的极性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其特征在于：各模块化定子先单

独冲压成形，然后绕制电枢绕组，最后拼接组装所有模块化定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枢绕组采用

集中单齿绕制方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其特征在于：内转子和外转子能

够做同步运行或者异步运行；内转子和外转子能够做同轴输出或者双机械端口输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其特征在于：内、外电机均能够

做电动运行和发电运行。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其特征在于：根据电机的应用

场景，适应性调换内电机与外电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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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机领域，特别涉及了一种解耦型永磁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永磁电机具备高转矩密度、高功率密度、良好的弱磁性能和高效率等优点，特

别适合全速范围内运行，因此永磁电机在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等应用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目前混合动力汽车由于复合结构(双转子)电机的纯电气方案日趋成熟而受到了广泛的

研究。发表在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的文献“Multilevel 

Design  Optim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a  Brushless  Double  Mechanical  Ports 

Flux-Switching  Permanent  Magnet  Motor”提出了一种双转子双机械端口磁通切换电机

结构，该电机具有高转矩密度、低转矩脉动、凸极转子鲁棒性强等优点。然而，该电机内外定

子绕组存在较大的电磁耦合，严重影响了电机的输出转矩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背景技术提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

永磁电机。

[0004]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包括内转子、外转子以及若干模块化定子，所

有模块化定子依次拼接构成一个完整的定子，该定子位于内转子与外转子之间且分别与内

转子和外转子形成独立的气隙，每个模块化定子包括定子轭部以及分别位于定子轭部两侧

的内定子齿和外定子齿，内定子齿靠近内转子，外定子齿靠近外转子，所有内定子齿上均绕

有电枢绕组，全部或部分外定子齿上绕有电枢绕组，各外定子齿上属于同相的电枢绕组依

次首尾相连组成一相，各内定子齿上属于同相的电枢绕组依次首尾相连组成一相；对于所

述内转子和外转子，其中一个为面贴式转子，另一个为凸极转子，面贴式转子的表面完全被

永磁体覆盖，凸极转子的相邻凸极铁芯之间设置永磁体而形成交替极永磁转子。

[0006] 进一步地，每个模块化定子包括n个内定子齿和m个外定子齿，n≥1，m≥1。

[0007] 进一步地，每个模块化定子包括a个内定子齿、b个完整的外定子齿以及位于b个完

整外定子齿两侧的两个半外定子齿，相邻模块化定子上的半外定子齿拼接构成一个完整的

外定子齿，所有由半外定子齿拼接构成的外定子齿上不绕设电枢绕组，a≥1，b≥1。

[0008] 进一步地，内、外转子的永磁极对数不同，且内、外定子上电枢绕组含有的电枢磁

动势谐波不同。

[0009] 进一步地，面贴式转子表面相邻永磁体的极性相反，交替极永磁转子上所有永磁

体的极性相同。

[0010] 进一步地，各模块化定子先单独冲压成形，然后绕制电枢绕组，最后拼接组装所有

模块化定子。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电枢绕组采用集中单齿绕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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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内转子和外转子能够做同步运行或者异步运行。

[0013] 进一步地，内转子和外转子能够做同轴输出或者双机械端口输出。

[0014] 进一步地，内、外电机均能够做电动运行和发电运行。

[0015] 进一步地，根据电机应用场景，适应性调换内电机与外电机的位置。

[001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

[0017] (1)本发明解决了双转子双机械端口永磁电机内外定子绕组之间的电磁耦合问

题，电机做电动运行时提高了电机的输出转矩质量，电机做发电运行时改善了输出电能质

量；

[0018] (2)本发明在转子中采用交替极结构，减少了永磁体的使用量，提高了永磁体利用

率；

[0019] (3)本发明定子采用模块化，便于加工批量生产，加工好的模块化定子可直接绕线

然后拼装完成装配，简化了生产过程和装配过程；

[0020] (4)本发明的内外转子可以同步也可以异步，不会影响电机输出电磁性能；电机内

外定子电枢绕组在电机同步和异步运行时均不会存在反电势电磁耦合。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示意图；标号说明：1、外转子；2、外转子上永磁体；3、模块

化定子；4、外定子上电枢绕组；5、内定子上电枢绕组；6、内转子上永磁体；7、内转子；8、内气

隙；9、外气隙；

[002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模块化定子标号示意图；标号说明：3、10-20、模块化定子；

[002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模块化定子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2的示意图；标号说明：21-44、外定子齿标号；

[0025]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2中模块化定子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3的示意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3中模块化定子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是实施例1电机结构内转子静止、外转子分别以400转/分钟旋转且电机空载时

电机内外定子反电势波形图；

[0029] 图9是实施例1内外转子分别以400转/分钟和300转/分钟旋转且电机空载时电机

内外定子反电势波形图；

[0030] 图10是实施例1内外转子分别以400转/分钟和300转/分钟旋转且电机外定子电机

加载、内定子电机空载时电机内定子反电势波形图和外定子端电压波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32] 实施例1

[0033] 如图1所示，一种解耦型双转子交替极永磁电机，包括内转子7、外转子1以及若干

模块化定子3，所有模块化定子3依次拼接构成一个完整的定子，该定子位于内转子7与外转

子1之间且分别与内转子7和外转子1形成气隙8和9。每个模块化定子3包括定子轭部以及分

别位于定子轭部两侧的内定子齿和外定子齿，内定子齿靠近内转子7，外定子齿靠近外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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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定子齿和外定子齿上均绕有电枢绕组5和4。对于所述内转子7和外转子1，其中一个为

面贴式转子，另一个为凸极转子，面贴式转子的表面完全被永磁体6覆盖，凸极转子的相邻

凸极铁芯之间设置永磁体2而形成交替极永磁转子。

[0034] 根据定子槽数和内外转子极数可知图1中的内转子电机是一个12槽8极的永磁同

步电机，外转子电机是一个12槽14极的永磁同步电机。以三相绕组为例，结合图2对内外定

子齿上的电枢绕组连接方式进行说明。图2中包含12个模块化定子，每个模块化定子的结构

如图3所示。因为内转子电机是一个12槽8极的永磁同步电机，即4个3槽2极的永磁同步电

机，根据该电机的槽电势星形图可知该电机以3个槽为一个电机单元，模块化定子3、10、11

上的内定子齿上分别绕有A相正线圈、B相正线圈和C相正线圈，模块化定子12-20上的内定

子齿上的线圈以模块化定子3、10、11上内定子齿上的线圈为重复单元重复3次。内定子齿上

属于同相的线圈依次首尾相连组成一相。外转子电机外定子齿上的线圈以12槽14极永磁同

步电机的槽电势星形图进行连接。模块化定子3和14上的外定子齿上绕制A相负线圈，模块

化定子15、20上的外定子齿上绕制A相正线圈，模块化定子10、17上的外定子齿上绕制C相负

线圈，模块化定子11、16上的外定子齿上绕制C相正线圈，模块化定子13、18上的外定子齿上

绕制B相负线圈，模块化12、19上的外定子齿上绕制B相正线圈。外定子齿上属于同相的线圈

依次首尾相连组成一相。

[0035] 结合内外转子电机的极槽配合对内外两个电机的解耦原理进行解释：内转子电机

的三相电枢反应谐波为Pi＝4*k(k为大于0，且不等于3和3的倍数的正整数)，外转子电机的

三相电枢反应谐波为Po＝2k-1。通过内外转子电机的电枢反应可知内转子电机的三相电枢

反应谐波为偶数，而外转子电机的三相电枢反应谐波为奇数，二者之间不存在交叉。因为反

电势感应原理与电枢反应具有一致性，故内外转子电机的感应反电势之间不存在耦合现

象，二者之间不影响。

[0036] 实施例2

[0037] 图4所示的结构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该电机除了模块化定子的结构外，其余

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本实施例中模块化定子的结构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外定子采用24

槽结构，外转子采用26极结构，该电机结构的反电势解耦原理与实施例1中类似，均采用内

外定子电枢反应谐波不交叉的思想来实现内外定子反电势的解耦。

[0038] 本实施例中电机内定子上的绕组连接方式与实施例1中完全相同。主要区别在于

24槽外定子上的绕组连接。外定子齿21、23、34和36上绕A相负线圈，外定子齿子22、24、33和

35上绕A相正线圈，外定子齿25、27、38和40上绕C相正线圈，外定子齿26、28、37和39上绕C相

负线圈，外定子齿30、32、41和43上绕B相负线圈，外定子齿29、31、42和44上绕B相负线圈，24

个外定子齿上属于同相的线圈依次首尾相连组成一相。

[0039] 图6所示的结构为本发明的另一种优选方案，该电机除了模块化定子的结构外，其

余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本实施例中模块化定子的结构如图7所示。每个模块化定子包括一

个内定子齿、一个完整的外定子齿以及位于该完整外定子齿两侧的两个半外定子齿，相邻

模块化定子上的半外定子齿拼接构成一个完整的外定子齿。该模块化方法可以使外定子齿

上先机械绕好线，然后在运输，最终对电机定子进行拼装成型，该模块方法可以减小定子模

块在运输途中对外定子上电枢绕组的摩擦损坏，提高了电机加工生产的可靠性。在本实施

例中，由半外定子齿拼接构成的外定子齿上不绕设电枢绕组，采用隔齿绕线提高了电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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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物理隔离能力，可以提高电机运行可靠性。

[0040] 本实施例中内定子电机的绕组连接方式与实施例2中内定子电机完全相同，外定

子上采用隔齿绕的方法，且每个外定子齿上线圈匝数加倍。该实施例中内外定子上反电势

解耦原理与实施例1类似。

[0041] 图8是实施例1内转子静止、外转子分别以400转/分钟旋转且电机空载时电机内外

定子反电势波形图(图中A、B、C是外定子反电势波形，X、Y、Z是内定子反电势波形)。图9是实

施例1内外转子分别以400转/分钟和300转/分钟旋转且电机空载时电机内外定子反电势波

形图(图中A、B、C是外定子反电势波形，X、Y、Z是内定子反电势波形)。图10是实施例1内外转

子分别以400转/分钟和300转/分钟旋转且电机外定子电机加载、内定子电机空载时电机内

定子反电势波形图和外定子端电压波形图(图中A、B、C是外定子端电压波形，X、Y、Z是内定

子反电势波形)。从图中可以看出，内转子的运动状态不会对外转子电机的空载反电势造成

影响，此外，外转子电机的加载与否不会对内转子电机的反电势造成影响，以上有限元结果

验证了本发明的主题思想，从而也证实了本发明的正确性。

[0042] 以上实施例仅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思想，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例如

传统内永磁转子和外交替极转子可以有多种结构，如V形转子结构，spoke转子结构，

halbach排列转子结构等等，本发明以三相为例进行了说明，本发明专利可以拓展到M相极

槽配合的解耦型双转子双机械端口永磁电机，此外也可扩展到轴向磁通，直线电机等多种

电机，凡是按照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思想，在技术方案基础上所做的任何改动，均落入本发明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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