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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新型永磁同步发电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新型永磁同步发电机，包

括机壳、端盖、转子轴、转子、定子和绕组；机壳两

端设有端盖；机壳内设有转子轴，转子轴位于机

壳轴线上，并从机壳两端的端盖伸出；端盖与转

子轴之间设有密封轴承；转子轴外同轴套设有转

子，转子外同轴设有永磁体，永磁体外同轴套设

有定子；定子的定子槽内设有绕组；绕组和定子

槽之间设有绝缘纸；所述机壳内设有绕机壳轴线

的呈螺旋状的螺旋水道。螺旋水道两端与外界连

通，分别为进水口与出水口，用于通入和排出冷

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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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型永磁同步发电机，包括机壳、端盖、转子轴、转子、定子和绕组；机壳两端设有端

盖；机壳内设有转子轴，转子轴位于机壳轴线上，并从机壳两端的端盖伸出；端盖与转子轴

之间设有密封轴承；转子轴外同轴套设有转子，转子外同轴设有永磁体，永磁体外同轴套设

有定子；定子的定子槽内设有绕组；绕组和定子槽之间设有绝缘纸；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

内设有绕机壳轴线的呈螺旋状的螺旋水道;螺旋水道两端与外界连通，分别为进水口与出

水口，用于通入和排出冷却水；

永磁体厚度为10；机械极弧系数为0.8；永磁体外弧电角度为144°；磁钢剩磁为1.23；矫

顽力为890  kA/m；相对回复磁导率为1.0998；充磁方式为平行充磁；永磁体牌号为NdFe3；

转子外径：133mm；转子内径为67mm；铁芯长度为210mm；转子极数为4；叠压系数为0.95；

转子为硅钢片，牌号为DW310_35；

绕组为双层绕组，绕组中，导体材料为铜制成的导体材料；并联支路数为1；绕组节距为

4；每层绕组线圈匝数为4  ；每匝线圈并绕根数为6；每根导线导体外径为2mm；双边绝缘厚度

为0.1mm；槽满率为78.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永磁同步发电机，其特征在于，定子槽的数量为18个，绕

定子轴线均匀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永磁同步发电机，其特征在于，机壳与定子铁芯间隙为

0.005mm；转子铁芯与转轴间隙为0.003mm；定子槽壁与绝缘纸间隙为0.05mm；绝缘纸厚度为

0.2mm；两端端盖与机壳间隙为0.0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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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永磁同步发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发电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永磁同步发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永磁同步电动机以永磁体提供励磁，使电动机结构较为简单，降低了加工和装配

费用，且省去了容易出问题的集电环和电刷，提高了电动机运行的可靠性；又因无需励磁电

流，没有励磁损耗，提高了电动机的效率和功率密度。

[0003] 永磁同步电机主要由定子、转子和端盖等部件构成，定子由叠片叠压而成以减少

电动机运行时产生的铁耗，其中装有三相交流绕组，称作电枢。转子可以制成实心的形式，

也可以由叠片压制而成，其上装有永磁体材料。

[0004] 现有的同步发电机在水力发电时，发电性能还不够好，亟需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永磁同步发电机，通过对结构的改进，提高

了发电机的工作性能。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新型永磁同步发电机，包括机壳、端盖、转子轴、转子、定子和绕组；机壳两端设有

端盖；机壳内设有转子轴，转子轴位于机壳轴线上，并从机壳两端的端盖伸出；端盖与转子

轴之间设有密封轴承；转子轴外同轴套设有转子，转子外同轴设有永磁体，永磁体外同轴套

设有定子；定子的定子槽内设有绕组；绕组和定子槽之间设有绝缘纸；所述机壳内设有绕机

壳轴线的呈螺旋状的螺旋水道。螺旋水道两端与外界连通，分别为进水口与出水口，用于通

入和排出冷却水。

[0008] 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定子槽的数量为18个，绕定子轴线均匀分布。

[0009] 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绕组为双层绕组，绕组中，导体材料为铜；并联支路数为

1；绕组节距为4；每层绕组线圈匝数为4  ；每匝线圈并绕根数为6；每根导线导体外径为2mm；

双边绝缘厚度为0.1mm；槽满率为78.1%。

[0010] 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转子外径  (mm)：133；转子内径为67mm；铁芯长度为

210mm；转子极数为4；叠压系数为0.95；转子为硅钢片，牌号为DW310_35。

[0011] 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永磁体厚度为10；机械极弧系数为0.8；永磁体外弧电角

度为144°；磁钢剩磁为1.23；矫顽力为890  kA/m；相对回复磁导率为1.0998；充磁方式为平

行充磁；永磁体牌号为NdFe3。

[0012] 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机壳与定子铁芯间隙为0.005mm；转子铁芯与转轴间隙为

0.003mm；定子槽壁与绝缘纸间隙为0.05mm；绝缘纸厚度为0.2mm；两端端盖与机壳间隙为

0.0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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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14] 图2为定子槽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转子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绕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温度分布示意图1。

[0018] 图6为温度分布示意图2。

[0019] 其中，附图标记如下所述：1‑机壳，2‑端盖，3‑转子轴，4‑转子，5‑永磁体，6‑定子，

7‑绕组，8‑螺旋水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新型永磁同步发电机，下面结

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实施例

[0021] 新型永磁同步发电机，与现有技术相同，包括机壳1、端盖2、转子轴3、转子4、定子6

和绕组7。

[0022] 机壳1两端设有端盖2。机壳内设有转子轴3，转子轴3位于机壳1轴线上，并从机壳1

两端的端盖2伸出。端盖2与转子轴3之间设有密封轴承。转子轴3外同轴套设有转子4，转子4

外同轴设有永磁体5。永磁体5外同轴套设有定子6。定子6的定子槽内设有绕组7。绕组7和定

子槽之间设有绝缘纸。

[0023]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机壳内设有绕机壳轴线的呈螺旋状的螺旋水道8。螺

旋水道8两端与外界连通，分别为进水口与出水口，用于通入和排出冷却水。通过螺旋水道

可实现对发电机的降温，以保证发电机的持续工作。

[0024] 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定子槽的数量为18个，绕定子轴线均匀分布。定子槽数量使

得极槽配合为36/8（18/4）的电机，噪声、齿槽转矩等不良因素较小，性能较好。因此，本实施

例采用的极槽配合使得噪声小，性能好。

[0025] 本实施例中，定子槽的结构如图2所示。其中，各部分参数为：

[0026] hs0  (mm):  1 .6；hs1  (mm):  1；hs2  (mm):  10 .5；bs0  (mm):  5 .2；bs1  (mm): 

15.7；bs2  (mm):  16.1。

[0027] 本实施例中，绕组的结构如图4所示；绕组为双层绕组，绕组中，导体材料：铜；并联

支路数：1；绕组节距：4；每层绕组线圈匝数：4  ；每匝线圈并绕根数：6；每根导线导体外径

(mm)：2；双边绝缘厚度(mm)：0.1；槽满率  (%):  78.1。

[0028] 本实施例中，转子的结构如图3所示，其中：转子外径  (mm)：133；转子内径  (mm)：

67；铁芯长度  (mm):  210；转子极数：4；叠压系数：0.95；硅钢片牌号：DW310_35。

[0029] 本实施例中，永磁铁的结构如图3所示，其中，永磁体厚度h(mm)：10；机械极弧系

数：0.8；永磁体外弧电角度α(度)：144；永磁体牌号：NdFe35；磁钢剩磁(Tesla)：1.23；矫顽

力(kA/m)：890；相对回复磁导率:  1.0998；充磁方式：平行充磁。

[0030] 一．电机电磁部分损耗与效率分析（Loss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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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1. 额定状态下相电阻计算：

[0032] 每槽线圈数：Ns=8

[0033] 并联支路数：

[0034] 并绕根数‑线径：Nt‑d=6‑2

[0035] 绕组节距：4

[0036] 定子每相电阻R（75度）：0.02Ω

[0037] 2.损耗、效率计算：

[0038] 额定输出功率：

[0039] P1=110000W

[0040] 总铁耗：

[0041] 1173.3W

[0042] 定子绕组铜耗：

[0043] Pcu=mI^2R=2079.48W

[0044] 机械损耗：

[0045] Pfw=340W

[0046] 总损耗：

[0047] P2=1173.3+2079.48+340=3592.78W

[0048] 效率：

[0049] n=  100%*P1/  (P1+  P2)  %=96.84%。

[0050] 二．电机整体结构与热性能分析

[0051] 1.本实施例中，发电机的结构及主要尺寸如下表所示：

[0052]

[0053] 2.电机散热条件及结构关键参数

[0054] 水冷散热条件：

[0055] 冷却剂成份       Water

[0056] 冷却剂流量       14L/min(0.000233m3/s)

[0057] 冷却剂进口温度   40℃

[0058] 工作环境温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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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技术工艺关键参数

[0060] 机壳与定子铁芯间隙      0.005mm

[0061] 转子铁芯与转轴间隙      0.003mm

[0062] 定子槽壁与绝缘纸间隙    0.05mm

[0063] 绝缘纸厚度              0.2mm

[0064] 两端端盖与机壳间隙      0.005mm。

[0065] 温度分布示意图5~6如下所示：

[006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设计结构中的电磁扭矩更大，发电量更大。永

磁同步电机的最大转矩、电磁负荷、电机主要尺寸之间满足如下关系式：

[0067]

[0068] 式中， 和 分别为气隙磁密基波幅值和电负荷， 为电机轴向长度， 为电机

定子外径

[0069]

[0070] 因此，为了得到较大的电磁转矩，本实用新型中，增加永磁体厚度、极弧系数或采

用性能更高的永磁体以增加气隙磁密基波幅值；增加电机尺寸；增加线圈匝数、额定电流、

绕组系数以提高电机电负荷。且这些尺寸满足其它约束条件。

[0071] 本实用新型中，设计的结构及参数使得本实用新型发电机在相同发电效果的情况

下，重量更轻、体积更小。

[0072] 电机的主要尺寸公式：

[0073]

[0074] 易知，在保证电磁转矩不变的前提下，提高电负荷和气隙磁密基波幅值可以缩小

电机的尺寸，但前提是要保证热负荷、电密等参数不能太大。

[0075] 按照值得说明的是，基于上述结构设计的前提下，为解决同样的技术问题，即使在

本实用新型上做出的一些无实质性的改动或润色，所采用的技术方案的实质仍然与本实用

新型一样，故其也应当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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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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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8

CN 215646471 U

8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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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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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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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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