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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包

括若干个沿轴向分布的模块化单元；每个模块化

单元均包括一个定子铁心和一个转子模块。本发

明通过模块化设计，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的定位

力矩波形相差180°，同一转子位置时两个模块化

单元产生的空载定位力矩相互抵消，减小电机定

位力矩峰峰值，抑制转矩脉动，更适合高速运行。

本发明通过模块化设计，使得电机空载磁链幅值

增加，同时电机具有绕组互补性，偶次谐波抵消，

优化了电机永磁磁链的正弦性，减小电机反电势

谐波含量，抑制电机输出转矩脉动。本发明具有

转矩密度和功率密度高、转矩脉动小的优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13193670 A

2021.07.30

CN
 1
13
19
36
70
 A



1.一种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其特征在于，该电机包括若干个沿轴向分布的模块化单

元；每个模块化单元均包括一个定子铁心和一个转子模块；

所述定子铁心具有若干个定子齿，定子齿均布于定子铁心的周向；所有定子铁心沿轴

向布置且完全重合；所有定子铁心相同位置的定子齿上设置有一个沿轴向缠绕的电枢绕

组；

每个定子齿的一侧表面均沿定子铁心的周向贴装两个永磁体且两个永磁体的充磁方

向相反；一个定子铁心中，所有的定子齿上的永磁体的贴装方式相同；相邻两个定子铁心相

同位置的定子齿上相同位置的永磁体的充磁方向相反；

定子铁心之间设置隔磁环；不同模块化单元上的永磁体之间设置隔磁环；

所有转子模块的轴心共线；每个转子模块均由若干个相互独立的转子齿构成，转子齿

沿周向均布，两个相邻的转子齿之间具有空隙；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的定位力矩波形相差

180°；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上的相同位置的电枢绕组内的永磁磁链相位相差180°；永磁体

与转子模块之间形成气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定子铁心为凸极结

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其特征在于，转子模块设置在定子铁心

内部构成内转子结构，或者设置在定子铁心外部构成外转子结构；当构成内转子结构时，定

子齿的内侧表面沿定子铁心的周向贴装两块永磁体且两个永磁体的充磁方向相反；当构成

外转子结构时，定子齿的外侧表面沿定子铁心的周向贴装两块永磁体且两个永磁体的充磁

方向相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模块为直槽结构

或斜槽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定子铁心和转子模块

均为导磁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永磁体为钕铁硼、钐

钴或铁氧体永磁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枢绕组采用集中式

电枢绕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齿的形状为扇环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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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机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磁通反向电机(Flux‑Reversal  Permanent  Magnet  Machine，FRPM)的永磁

体贴装于定子齿表面，电枢绕组绕置于定子齿上，易于冷却和散热。转子仅由凸极铁心构

成，既无绕组也无永磁体，结构简单，适合高速运行。

[0003] 传统6槽/4极磁通反向电机在高速运行时可以降低基频要求和高频相关损耗，但

是6槽/4极拓扑结构在磁链和反电动势中具有较大的二阶和其他偶次谐波，这使得其转矩

脉动较高，导致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振动噪声较大。文献《Stator‑Slot/Rotor‑Pole  Pair 

Combinations  of  Flux‑Reversal  Permanent  Magnet  Machine》中提出了磁通反向永磁电

机定子槽/转子极对组合原理，该原理同时考虑了磁化模式和漏磁效应，但是文中指出6槽/

4极磁通反向电机反电势波形严重不对称，转矩脉动过大，因此不推荐使用。

[0004] 申请号201310119939.5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模块化转子的定子表面贴装式双

凸极永磁电机，在减小永磁体用量的同时，令电枢绕组各线圈永磁磁链仍为双极性变化，并

提高了电机的可靠性，但是该电机转矩脉动较大，且奇数极转子存在单边磁拉力，影响电机

的高速运行。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拟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模块化磁通反向电

机。

[0006] 本发明解决所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其特征

在于，该电机包括若干个沿轴向分布的模块化单元；每个模块化单元均包括一个定子铁心

和一个转子模块；

[0007] 所述定子铁心具有若干个定子齿，定子齿均布于定子铁心的周向；所有定子铁心

沿轴向布置且完全重合；所有定子铁心相同位置的定子齿上设置有一个沿轴向缠绕的电枢

绕组；

[0008] 每个定子齿的一侧表面均沿定子铁心的周向贴装两个永磁体且两个永磁体的充

磁方向相反；一个定子铁心中，所有的定子齿上的永磁体的贴装方式相同；相邻两个定子铁

心相同位置的定子齿上相同位置的永磁体的充磁方向相反；

[0009] 定子铁心之间设置隔磁环；不同模块化单元上的永磁体之间设置隔磁环；

[0010] 所有转子模块的轴心共线；每个转子模块均由若干个相互独立的转子齿构成，转

子齿沿周向均布，两个相邻的转子齿之间具有空隙；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的定位力矩波形

相差180°；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上的相同位置的电枢绕组内的永磁磁链相位相差180°；永

磁体与转子模块之间形成气隙。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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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1)本发明通过模块化设计，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的空载定位力矩波形相差180°，

同一转子位置时两个模块化单元产生的空载定位力矩互为相反数进而抵消，因此通过模块

化单元之间的配合使得电机定位力矩峰峰值减小，从而抑制电机输出转矩脉动，在电机运

行时产生更小的振动和噪声，更适合高速运行。

[0013] 2)本发明通过模块化设计，使得电机空载磁链幅值得以增加，同时电机具有绕组

互补性，大大减少或抵消单个线圈永磁磁链和感应电势中的偶次谐波分量，偶次谐波抵消，

优化了电机永磁磁链的正弦性，减小电机反电势谐波含量，抑制电机输出转矩脉动。

[0014] 3)本发明的转子也采用模块化设计，使用的材料更少，铁耗更少。

[0015] 4)电枢绕组为集中式环形拓扑，与永磁体分离，一个电枢绕组由多个模块化单元

共用且仅沿轴向绕置于一个定子齿上，减小了端部绕组的长度，降低了铜耗，提高了电机的

运行效率。

[0016] 5)永磁体上无电枢绕组，降低了传统磁通反向电机中绕组温升对永磁体的影响，

避免因绕组发热而引起的永磁体高温退磁。此外，永磁体与电枢绕组均置于定子侧，有利于

冷却与散热。在高速运行过程中，有效降低了铁耗与永磁体涡流损耗。

[0017] 6)本发明电机既可以做电动运行也可以做发电运行。

[0018] 7)本发明电机属于定子永磁型电机，具有高转矩密度和高效率的优势。

[0019] 8)转子上既无永磁体也无电枢绕组，仅由导磁材料构成，结构简单，机械强度高，

适合高速运行。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电机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一个模块化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与图2的模块化单元相邻的另一个模块化单元的结构示意

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各个模块化单元以及整个电机空载时的定位力矩波形图。

[0024] 图中：1、模块化单元，2、定子铁心，3、隔磁环，4、永磁体，5、电枢绕组，6、转子模块，

7、定子齿，8、转子齿。

[0025] 511、A相正极电枢绕组；512、A相负极电枢绕组；521、B相正极电枢绕组；522、B相负

极电枢绕组；531、C相正极电枢绕组；532、C相负极电枢绕组。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给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不限

制本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模块化磁通反向电机(简称电机)，其特征在于，该电机包括若

干个沿轴向分布的模块化单元1；每个模块化单元1均包括一个定子铁心2和一个转子模块

6；

[0028] 所述定子铁心2具有若干个定子齿7，定子齿7均布于定子铁心2的周向；所有定子

铁心2沿轴向布置且完全重合；所有定子铁心2相同位置的定子齿7上设置有一个沿轴向缠

绕的电枢绕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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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每个定子齿7的一侧表面均沿定子铁心2的周向贴装两个永磁体4且两个永磁体4

的充磁方向相反(一个沿定子齿7的径向向外，一个沿定子齿7的径向向内)；一个定子铁心2

中，所有的定子齿7上的永磁体4的贴装方式相同(即相邻的定子齿7上的相邻的永磁体4的

充磁方向相反)；相邻两个定子铁心2相同位置的定子齿7上相同位置的永磁体4的充磁方向

相反；

[0030] 定子铁心2之间设置隔磁环3，通过隔磁环3实现定子铁心2之间的隔离；不同模块

化单元1上的永磁体4之间设置隔磁环3；

[0031] 所有转子模块6的轴心共线；每个转子模块6均由若干个相互独立的转子齿8构成，

转子齿8沿周向均布，两个相邻的转子齿8之间具有尺寸相同的空隙；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1

的空载定位力矩波形相差180°；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1上的相同位置的电枢绕组5内的永磁

磁链相位相差180°；永磁体4与转子模块6之间形成气隙。

[0032] 优选地，每个电枢绕组5和与其径向相对的电枢绕组5构成一相电枢绕组。

[0033] 优选地，所述定子铁心2为凸极结构。

[0034] 优选地，转子模块6设置在定子铁心2内部构成内转子结构，或者设置在定子铁心2

外部构成外转子结构；当构成内转子结构时，定子齿7的内侧表面沿定子铁心2的周向贴装

两块永磁体4且两个永磁体4的充磁方向相反；当构成外转子结构时，定子齿7的外侧表面沿

定子铁心2的周向贴装两块永磁体4且两个永磁体4的充磁方向相反。

[0035] 优选地，所述转子模块6为直槽结构或斜槽结构。

[0036] 优选地，所述定子铁心2和转子模块6均为硅钢片等导磁材料。

[0037] 优选地，所述永磁体4为钕铁硼、钐钴或铁氧体永磁材料。

[0038] 优选地，所述电枢绕组5采用集中式电枢绕组。

[0039] 优选地，安装时可采用非导磁材料制成的卡箍将转子齿8包覆在转子轴上。

[0040] 实施例1

[0041] 本实施例采用内转子结构的6槽/4极磁通反向电机，模块化单元1为两个，如图1所

示，整体电机有效长度75mm。

[0042] 每个模块化单元1中，定子齿7具有6个，采用凸极结构，均布于定子铁心2的周向，

定子极弧40.5°，定子铁心2的内径70.4mm，定子铁心2的外径128mm。永磁体充磁方向厚度为

1.6mm，永磁体极弧18deg。

[0043] 每个模块化单元1中，电枢绕组5具有6个集中式环形绕组，分别为A相正极电枢绕

组511、A相负极电枢绕组512、B相正极电枢绕组521、B相负极电枢绕组522、C相正极电枢绕

组531和C相负极电枢绕组532；所有电枢绕组5内的永磁磁链为双极性变化；

[0044] 根据槽导体星型矢量图得出，相对于其他情况，当A相正极电枢绕组511与A相负极

电枢绕组512串联成为A相线圈组时磁链幅值最大，此时A相正极电枢绕组511与A相负极电

枢绕组512径向相对(即空间位置圆心角相差180°)，电枢绕组内匝链的永磁磁链相位相同，

幅值相同。同理，B相正极电枢绕组521和B相负极电枢绕组522串联成为B相线圈组，C相正极

电枢绕组531与C相负极电枢绕组532联成为C相线圈组。

[0045] 每个模块化单元1中，转子模块6由四个扇环形的转子齿8沿周向均布构成的，转子

齿8的内径44.5mm，转子齿8的外径66.5mm，转子极弧55°；相邻两个转子齿8之间的空隙角度

为35°。相邻两个转子模块6上的转子齿8之间相差45°(即相邻两个转子模块6完全重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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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子相对于另一个转子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45°，且所有转子模块6的旋转方向相同)。

[0046] 测量时，分别测量两个模块化单元以及整个电机空载时输出的定位力矩波形，如

图4所示。由图4可以看出，经过模块化单元之间的配合使得定位力矩峰峰值由2.1Nm下降为

0.9Nm，由于磁通反向电机的转矩脉动主要由定位力矩引起，因此本发明电机的转矩脉动显

著降低。

[0047] 相邻两个转子模块6上的转子齿8之间相差45°，因此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1上的相

同位置的电枢绕组5内的永磁磁链相位相差180°；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1相同位置的定子齿

7上相同位置的永磁体4的充磁方向相反，因此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1上的相同位置的电枢

线圈5中的磁链幅值相反；磁链相位相差180°且磁链幅值相反，因此电机空载磁链幅值得以

增加，同时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1的磁链变化具有互补性，偶次谐波抵消，优化了电机永磁

磁链的正弦性，减小电机反电势谐波含量，抑制电机输出转矩脉动。

[0048] 相邻两个转子模块6上的转子齿8之间相差45°，因此相邻两个模块化单元1的空载

定位力矩波形相差180°，同一转子位置时两个模块化单元产生的空载定位力矩互为相反

数，因此通过模块化单元之间配合使得电机定位力矩峰峰值减小，从而抑制电机输出转矩

脉动，在电机运行时产生更小的振动和噪声，更适合高速运行。

[0049] 本发明电机在运行时具有以下特点：

[0050] 电机仅靠永磁体4产生励磁磁场，通过控制电枢电流调节电机的输出转矩、功率密

度与调速性能。在高速运行过程中，有效降低了铁耗与永磁体涡流损耗。

[0051] 本发明未述及之处适用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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