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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低谐波同步磁阻电机转子

铁心设计方法。在电机设计中，本发明通过转子

磁障和磁路的宽度比例、位置关系等计算方法，

提高转子磁导的正弦度，从而提升磁密的正弦

度，降低磁密的谐波含量。该计算方法具有应用

方便、计算精度高、计算周期短的优点。具体而

言，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通用性强，可计算任意

磁障数的同步磁阻电机；通过计算电机磁路的磁

导，提高磁路的正弦度，降低电机磁路的谐波含

量；可以针对磁路的某一次谐波进行调节，提高

了设计的针对性；计算方便，不需借助有限元等

其它计算软件辅助运算；易于编制程序，便于循

环计算，节省设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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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谐波同步磁阻电机转子铁心设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在同步磁阻电机转子磁障的的最上方开槽；

步骤2、选取磁障的圆心(x0,y0)，x0＝y0，各磁路、磁障的宽度分别为：

第n根磁路宽度为hLn，则有：hLn＝a(hL(n-1)+hZ(n-1))(1-b)，式中，a表示相邻两组磁障宽度

和与磁路宽度和之比，a∈[0.5,2]；hZ(n-1)表示第n-1根磁障宽度；b表示每组磁障加磁路中

的磁障与磁障与磁路宽度和之比；hL(n-1)表示第n-1根磁路宽度，第1根磁路宽度为hL1，有：

式中，α表示转子的极弧系数；Di2表示转子外径；

第n根磁障宽度为hZn，则有：

底层磁路宽度为hL(n+1)，则有：hL(n+1)＝ahLn；

步骤3、计算各磁路的长度，第n根磁路长度为Ln，则有：

式中，dn为第n根磁路的半径， 第1根磁路的半径为d1，则

有：

底层磁路的半径为dn+1，则有：

步骤4、根据气隙磁密匡算每根磁路中的等效磁密值BLn：

式中， 为磁路的等效角度；B0表示电机设计的气隙磁密；

底层磁路磁密值

其中： 为底层磁路的等效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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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根据电机所用硅钢片的BH曲线，计算每根磁路中的磁导率μn；

步骤6、计算各磁路对应的磁路等效气隙长度cn：

式中：g为气隙宽度；μ0为真空磁导率；

步骤7、确定每根磁路的等效磁导之比λ1:λ2:...λn，并对磁导进行频谱分析，确定其中5

次、7次、11次...谐波的含量Kν，并通过调整a、b、α值来调整各次谐波的含量，降低谐波含量

的均方根值Krms：

式中m为谐波次数，谐波次数忽略偶数次谐波和3的整数倍次谐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谐波同步磁阻电机转子铁心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1中，开槽的尺寸根据转子的极弧系数α选择，α∈[0.5,0.9]。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谐波同步磁阻电机转子铁心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4中引入饱和系数，选定新的电机设计的气隙磁密B0后重复循环计算步骤4，直至相对

磁导率值误差在5％范围内。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谐波同步磁阻电机转子铁心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6中，当将电机磁路等效为气隙时，所述等效气隙长度cn与磁阻成正比，与磁导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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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谐波同步磁阻电机转子铁心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降低内转子同步磁阻电机气隙磁密谐波含量的转子铁心设计方

法，属于同步磁阻电机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同步磁阻电机是一种高性能调速电机，具有结构紧凑、能量密度高、效率高等优

点。这种电机的结构特点是转子铁心上设有多层磁障，电机由交直轴磁阻差异产生电磁转

矩，实现机电能量转换。和三相异步电机相比较，转子铁心中无铸铝，因此没有转子铝耗，效

率有较明显的优势；和永磁同步电机相比，转子中没有稀土永磁材料，不会由于高温或反向

磁场等运行和环境问题而产生退磁，提高了电机的可靠性，避免了稀土永磁材料带来的高

额成本问题。随着设计技术的进步，高效率同步磁阻电机将在部分负载中替代异步电机和

永磁电机，应用前景广阔。

[0003] 电机的磁密谐波含量是影响交流电机效率的重要因素，高的磁密谐波含量一方面

会增加电机的杂散损耗，降低电机效率，另一方面会增大电机的振动和噪声，降低电机的可

靠性，所以降低电机的磁密谐波含量是同步磁阻电机的重要设计目标。专利CN  104810945 

A“一种应用于混合动力系统的同步磁阻电机转子”中公开了一种同步磁阻电机转子，通过

调整转子表面的凹槽来降低电机的谐波含量和提高电机的转矩。该设计方法给出了表面凹

槽的取值范围，但未涉及凹槽与磁障整体设计。专利CN  105871160  A“同步磁阻电机”中公

开了一种转子极弧系数的选择算法，但未涉及到各磁障和磁路宽度比、排布位置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降低同步磁阻电机磁密谐波含量的计算方法。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了一种低谐波同步磁阻电机转子铁

心设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在同步磁阻电机转子磁障的的最上方开槽；

[0007] 步骤2、选取磁障的圆心(x0,y0)，x0＝y0，各磁路、磁障的宽度分别为：

[0008] 第n根磁路平均宽度为hLn，则有：hLn＝a(hL(n-1)+hZ(n-1))(1-b)，式中，a表示相邻两

组磁障与磁路宽度和之比，a∈[0.5,2]；hZ(n-1)表示第n-1根磁障平均宽度；b表示每组磁障

加磁路中的磁障与磁障与磁路宽度和之比；hL(n-1)表示第n-1根磁路平均宽度，第1根磁路平

均宽度为hL1，有：

[0009]

[0010] 式中，α表示转子的极弧系数；Di2表示转子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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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第n根磁障平均宽度为hZn，则有：

[0012] 底层磁路平均宽度为hL(n+1)，则有：hL(n+1)＝ahLn；

[0013] 步骤3、计算各磁路的长度，第n根磁路长度为Ln，则有：

[0014]

[0015] 式中，dn为第n根磁路的半径， 第1根磁路的半径为

d1，则有：

[0016]

[0017] 底层磁路的半径为dn+1，则有：

[0018]

[0019] 步骤4、根据气隙磁密匡算每根磁路中的等效磁密值BLn：

[0020]

[0021] 式中， 为磁路的等效角度；B0表示电机设计的气隙

磁密；

[0022] 底层磁路磁密值

[0023] 其中： 为底层磁路的等效角度；

[0024] 步骤5、根据电机所用硅钢片的BH曲线，计算每根磁路中的磁导率μn。

[0025] 步骤6、计算各转子磁路对应的电机磁路等效气隙长度cn：

[0026]

[0027] 式中：g为气隙宽度；μ0为真空磁导率；

[0028] 步骤7、确定每根磁路的等效磁导之比λ1:λ2:...λn，并对磁导进行频谱分析，确定

其中5次、7次、11次...谐波的含量Kν，并通过调整a、b、α值来调整各次谐波的含量，降低谐

波含量的均方根值Krms：

[0029]

[0030] 式中m为谐波次数，谐波次数忽略偶数次谐波和3的整数倍次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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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开槽的尺寸根据转子的极弧系数α选择，α∈[0.5,0.9]。

[0032]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引入饱和系数，选定新的电机设计的气隙磁密B0后重复循环

计算步骤4，直至相对磁导率值误差在5％范围内。

[0033] 优选地，所述步骤6中，当将电机磁路等效为气隙时，所述等效气隙长度cn与磁阻

成正比，与磁导成反比。

[0034] 在电机设计中，本发明通过转子磁障和磁路的宽度比例、位置关系等计算方法，提

高转子磁导的正弦度，从而提升磁密的正弦度，降低磁密的谐波含量。该计算方法具有应用

方便、计算精度高、计算周期短的优点。具体而言，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35] 1、通用性强，可计算任意磁障数的同步磁阻电机；

[0036] 2、通过计算电机磁路的磁导，提高磁路的正弦度，降低电机磁路的谐波含量；

[0037] 3、可以针对磁路的某一次谐波进行调节，提高了设计的针对性；

[0038] 4、计算方便，不需借助有限元等其它计算软件辅助运算；

[0039] 5、易于编制程序，便于循环计算，节省设计时间。

附图说明

[0040] 图1为H180-4同步磁阻电机转子铁心图；

[0041] 图2为H180-4同步磁阻电机转子铁心参数，图中，1表示磁障，2表示磁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

的范围。

[004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同步磁阻电机转子铁心的设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以4极电机为例，其它极数电机可参照执行。转子铁心如图1所示，转子铁心各参数

如图2所示。

[0045] 步骤1、同步磁阻电机转子磁障根数n，n的选取范围为1、2、3、4……；

[0046] 步骤2、选取相邻两组磁障与磁路宽度和之比a，a∈[0.5,2]，每相邻两组磁障与磁

路宽度和之比也可不同，计算方法类似；

[0047] 步骤3、每组磁障加磁路中的磁障与磁障与磁路宽度和之比为b，b∈(0,1)，每组磁

障和磁路之比也可不同，计算方法类似；

[0048] 步骤4、在磁障的最上方开槽，由极弧系数选择开槽尺寸，转子的极弧系数α∈

[0.5,0.9]；

[0049] 步骤5、选取磁障的圆心(x0,y0)，x0＝y0，当忽略极靴边缘效应时，各磁路、磁障的

宽度分别为：

[0050] 第一根磁路平均宽度h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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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式中：Di2为转子外径。

[0053] 第一根磁障平均宽度hZ1：

[0054]

[0055] 第二根磁路平均宽度hL2：

[0056] hL2＝a(hL1+hZ1)(1-b)

[0057] 第二根磁障平均宽度hZ2：

[0058]

[0059] ……

[0060] 第n根磁路平均宽度hLn：

[0061] hLn＝a(hL(n-1)+hZ(n-1))(1-b)

[0062] 第n根磁障平均宽度hZn：

[0063]

[0064] 底层磁路平均宽度hL(n+1)：

[0065] hL(n+1)＝ahLn

[0066] 注：各磁障内外圆弧也可选择不同圆心，需保证磁障、磁路宽度比即可。

[0067] 步骤6、各磁路的长度：

[0068] 磁路长度计算公式：

[0069]

[0070] 式中Ln为第n根磁路长度，dn为第n根磁路的半径。

[0071] 第一根磁路半径d1：

[0072]

[0073] 第二根磁路半径d2：

[0074]

[0075] 第n根磁路半径dn：

[0076]

[0077] 底层磁路半径d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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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0079] 步骤7、选定电机设计的气隙磁密B0。

[0080] 步骤8、根据气隙磁密匡算每根磁路中的等效磁密值BLn。

[0081]

[0082] 其中： 为磁路的等效角度。

[0083] 底层磁路磁密值

[0084] 其中： 为底层磁路的等效角度。

[0085] 注：此处可引入饱和系数，重复循环计算步骤8和步骤9，直至相对磁导率值误差在

5％范围内。本专利为了计算效率，没有引入饱和系数。

[0086] 步骤9、根据电机所用硅钢片的BH曲线，计算每根磁路中的磁导率μn。

[0087] 步骤10、计算各转子磁路对应的电机磁路等效气隙长度cn。

[0088]

[0089] 式中：g为气隙宽度；μ0为真空磁导率。

[0090] 当将电机磁路等效为气隙时，等效气隙长度cn与磁阻成正比，与磁导成反比。

[0091] 步骤11、确定每根磁路的等效磁导之比λ1:λ2:...λn，并对磁导进行频谱分析，确定

其中5次、7次、11次...等谐波的含量Kν，并通过调整a、b、α值来调整各次谐波的含量，降低

谐波含量的均方根值Krms：

[0092]

[0093] 式中m为谐波次数，由于电机磁密谐波中，偶数次谐波和3的整数倍次谐波含量较

低，一般可以忽略。

[0094] 通过调整a、b、α值，可对电机谐波中特定次数谐波进行调节，对某一次谐波进行优

化。

[0095] 以一台H180-4-22kW同步磁阻电机为对象，电机定子铁心外径D1为290mm，定子铁

心内径Di1为187mm，转子铁心外径Di2为185.8mm，转子轴径D2为70mm。

[0096] 步骤1、选择转子磁障根数n＝3；

[0097] 步骤2、初选相邻两组磁障加磁路宽度比a＝1.2；

[0098] 步骤3、初选每组磁障与磁路宽度之和中，磁障与磁障加磁路宽度和之比为b＝

0.47；

[0099] 步骤4、初选转子的极弧系数α＝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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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步骤5、选取磁障的圆心(x0,y0)， 计算转子磁障、磁路参

数结果如下：

[0101] 第一根磁路平均宽度hL1＝6.55mm；

[0102] 第一根磁障平均宽度hZ1＝5.81mm；

[0103] 第二根磁路平均宽度hL2＝7.86mm；

[0104] 第二根磁障平均宽度hZ2＝6.97mm；

[0105] 第三根磁路平均宽度hL3＝9.43mm；

[0106] 第三根磁障平均宽度hZ3＝8.36mm；

[0107] 底层磁路平均宽度hL4＝11.32mm。

[0108] 步骤6、各磁路长度：

[0109] 第一根磁路半径d1＝45.54mm，第一根磁路长度L1＝42.21mm；

[0110] 第二根磁路半径d2＝58.55mm，第二根磁路长度L2＝78.47mm；

[0111] 第三根磁路半径d3＝74.17mm，第三根磁路长度L3＝112.67mm；

[0112] 底层磁路半径d4＝90.07mm，底层磁路长度L4＝141.40mm。

[0113] 步骤7、选定电机设计的气隙磁密B0＝0.72T。

[0114] 步骤8、根据气隙磁密匡算每根磁路中的等效磁密值：

[0115] 第一根磁路等效平均磁密BL1＝0.58T；

[0116] 第二根磁路等效平均磁密BL2＝0.98T；

[0117] 第三根磁路等效平均磁密BL3＝1.25T；

[0118] 底层磁路等效平均磁密BL4＝1.36T。

[0119] 步骤9、电机采用DW360-50的冷轧硅钢片，根据BH曲线计算每根磁路中的相对磁导

率：

[0120] 第一根磁路的相对磁导率μ1＝6080；

[0121] 第二根磁路的相对磁导率μ2＝6654；

[0122] 第三根磁路的相对磁导率μ3＝4454；

[0123] 底层磁路的相对磁导率μ4＝3227。

[0124] 步骤10、计算各转子磁路对应的电机磁路等效气隙长度cn。

[0125] 第一根磁路的等效气隙长度c1＝0.607；

[0126] 第二根磁路的等效气隙长度c2＝0.612；

[0127] 第三根磁路的等效气隙长度c3＝0.625；

[0128] 底层磁路的等效气隙长度c4＝0.644。

[0129] 步骤11、根据电机转子每根磁路的等效气隙长度计算其等效磁导之比，由于在结

构不变的情况下，磁路的磁阻与长度成正比、与磁导成反比，所以各磁路的磁导与等效气隙

长度成反比，即：

[0130]

[0131] 结合磁路宽度进行磁导频谱分析，计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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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2]

[0133]

[0134] 通过计算，在前100次谐波中，谐波含量的均方根值Krms＝0.8521。调整a、b、α值，重

复计算步骤2～步骤11，减小Krms即可降低电机谐波含量。在实际设计中自变量a、b、α值还需

兼顾电机其它性能，且3个参数同时变化计算量较大，不易采用手工计算，可依据本发明中

给出的公式，通过编程辅助计算，采用循环比较的方法进行筛选。

[0135] 通过频谱分析可以看出，17次谐波含量最大，达到0.73，此次谐波为转子齿谐波，

可通过斜槽来消除其影响；11次谐波含量较大，如希望降低其值，可通过调整调整a、b、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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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计算步骤2～步骤11来实现。由于计算过程已经公式化，所以推荐采用编程辅助循环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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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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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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