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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

(57)摘要

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涉

及一种电机，该电机包括外转子(1)、内转子(2)、

中间定子(3)和隔磁环(4)；外转子(1)上为新型

Halbach永磁体；中间定子(3)内外两侧开槽，且

均绕有正弦绕组；内转子(2)的永磁体非对称放

置。本实用新型正弦绕组以及新型Halbach永磁

体能有效削弱气隙中的谐波，提高波形的正弦

性，内转子永磁体的不对称放置方式能使内电机

中的永磁转矩分量和磁阻转矩分量得到充分利

用，提高了电机的转矩密度，同时外永磁内磁阻

的转子放置方式可以有效减小电机的整体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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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包括外转子(1)、内

转子(2)和定子(3)；定子(3)位于外转子(1)和内转子(2)之间；外转子(1)上附有Halbach永

磁体结构，并且每极中每块永磁体的形状为“凸”形；内转子(2)为等气隙宽度的同步磁阻转

子，永磁体(7)非对称地放置在同步磁阻转子的各层磁障中；中间定子(3)的内外表面均匀

开槽，定子中间嵌有隔磁环(4)，定子的内外表面槽内均各自嵌放一套三相双层同心式正弦

绕组，形成该电机的总定子绕组(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

转子(1)上的Halbach永磁体均采用平行充磁的方式，且外转子(1)为表贴式结构，每块永磁

体为一个区域，形成多个区域，且每极永磁体两边到中间的冲磁方向由切向逐渐过渡到径

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

转子（2）未设永磁体(7)，内磁阻转子的导磁层(2-1)与非导磁层(2-2)均采用“U”形结构，其

中，非导磁层(2-2)为空气；永磁体嵌放入非导磁层(2-2)的两侧，且为非对称放置方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隔

磁环(4)将其分为内电机和外电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

转子(1)为杯形结构，且一侧与轴承相连，内外转子同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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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机，特别是涉及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永磁同步电机性能优越，稳定性好，近年来发展迅速，永磁同步电机有其自身的优

点，结构比较简单，转矩密度大，效率和功率因数高。但同时永磁同步电机也存在着弱磁难

的缺点，同步磁阻电机凸极比高，弱磁范围宽，较好地弥补了永磁电机的不足。

[0003] 永磁辅助式同步磁阻电机属于凸极式电机，由于增大了凸极比，提高了传统同步

磁阻电机的转矩密度，其电磁转矩中含有永磁转矩分量和磁阻转矩分量，分别在电流角度

为0度和45度时有最大值。合成转矩最大值小于永磁转矩和磁阻转矩最大值的代数和，使它

们未得到充分利用。

[0004] 因此，有必要充分利用这两种转矩分量可以提高电机的转矩密度，提高工作效率。

有必要充分利用永磁同步电机的内部空间，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提高电机的综合性能。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本实用新型

充分利用定子内腔空间，减小电机的体积，降低成本，提高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提高电机的

转矩密度。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所述电机包括外转子、内转子和定子；定

子位于外转子和内转子之间；外转子上附有Halbach永磁体结构，并且每极中每块永磁体的

形状为“凸”形；内转子为等气隙宽度的同步磁阻转子，永磁体非对称地放置在同步磁阻转

子的各层磁障中；中间定子的内外表面均匀开槽，定子中间嵌有隔磁环，定子的内外表面槽

内均各自嵌放一套三相双层同心式正弦绕组，形成该电机的总定子绕组。

[0008] 所述的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所述外转子上的Halbach永磁体

均采用平行充磁的方式，且外转子为表贴式结构，每块永磁体为一个区域，形成多个区域，

且每极永磁体两边到中间的冲磁方向由切向逐渐过渡到径向。

[0009] 所述的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所述内转子未设永磁体，内磁阻

转子的导磁层与非导磁层均采用“U”形结构，其中，非导磁层为空气；永磁体嵌放入非导磁

层的两侧，且为非对称放置方式。

[0010] 所述的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所述隔磁环将其分为内电机和外

电机。

[0011] 所述的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所述外转子为杯形结构，且一侧

与轴承相连，内外转子同轴。

[0012]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与效果是：

[0013] 1.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外转子内侧表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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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充磁的“凸”字型Halbach永磁体。内转子在“U”形磁障的同步磁阻转子的基础上于磁障中

非对称地放入了永磁体，有助于提高永磁转矩和磁阻转矩的利用率。中间定子内外表面均

匀开槽，定子中间插入隔磁环，使得由内定子和内转子构成的内电机于外定子和外转子构

成的外电机的磁场相互独立，方便控制。定子内外两侧绕组均为三相双层同心式正弦绕组，

且每槽的槽满率均相同，充分利用了定子槽空间。为保证转子正常旋转，外转子为杯形结构

且与轴承相连，内外转子同轴连接。

[0014] 2.本实用新型提出的电机为双转子单定子电机，且内转子为永磁永磁辅助式同步

磁阻转子（永磁体为钕铁硼或普通铁氧体），解决了单纯的同步磁阻转子转矩不足的问题，

外转子为新型Halbach表贴式转子，最大的好处为充分利用了电机定子较大的内腔空间，减

小了电机的整体体积，提高了转矩密度，节约了成本，其在多极电机中优势更加明显。外转

子为永磁转子相对于内转子为永磁转子来说由于电机转子旋转时受到离心力，而永磁体又

表贴在转子表面，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护措施，在高速旋转时内转子上的永磁体会有飞出的

风险；而外转子电机大大降低了这种风险的发生。

[0015] 3.本实用新型磁阻转子在内，永磁转子在外的另一个好处是电机散热方面。由于

磁阻转子的空气磁障的作用，因此其通风性好，电机内侧产生的热量比较容易散发出去，由

于永磁外转子外侧接触空气，因此散热也比较容易，缓解了传统内永磁转子散热难的问题。

同时定子的三相双层同心式正弦绕组相对于传统叠绕组也有较好的降低温升的效果。

[0016] 4.本实用新型内转子的“U”形磁障相当于增大了交轴磁阻，磁障做成两端窄中间

宽的结构，对磁场的调制作用更好，永磁体放置在磁障肩部，可以充分利用永磁转矩和磁阻

转矩，提高电机的整体性能，同时考虑转子冲片的机械强度，于第2层和第3层磁障中间添加

磁肋，新型Halbach永磁体和三相双层同心式正弦绕组的设置可以优化磁密波形和电势波

形，削弱谐波。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内转子结构及磁体非对称放置时的磁化方向示意图；

[0019] 图3为内转子每个极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外转子每极永磁体及其磁化方向示意图。

[0021] 图中包括：1.外转子，2.内转子，2-1.导磁层，2-2.非导磁层，2-3.磁肋，3.定子，4.

隔磁环，5.定子绕组，6.外转子永磁体，7.内转子永磁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所示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3] 本实用新型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由外转子、内转子和定子构

成；定子位于外转子和内转子之间；外转子上附有新型Halbach永磁体结构，为方便生产，所

有的永磁体的极弧系数均相同，且每块永磁体的形状为“凸”字型，每两块“凸”字型磁体之

间的合成的磁场方向位于左右两块永磁体之间，这样可以起到在相同永磁体数量的情况

下，总的磁场更接近正弦，充分利用了永磁体材料。内转子为等磁障宽度的同步磁阻转子，

且磁障为“U”形，导磁层占导磁层与磁障总和的48%，每极下磁障两端的厚度比中间的厚度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1830364 U

4



薄，也即两端的导磁层宽度比中间的导磁层宽度厚，其作用可以使得两侧导磁层流过的磁

通多而中间少，限制了磁通路径，降低了转矩脉动。磁障层数由下式确定，即 ，

其中 为每对极的定子槽数， 为每极对的分离点个数。比如4极36槽电机，每对极的定子

槽数 ，则 或 ，即每个极的分离点为7或11，即每极的磁障数为3或

5，为了减少制造成本，选择磁障数为3。以每极转子冲片 轴为对称轴，取每两个分离点弧

度相同，可以计算出每层磁障两端到对称轴的角度分别为25.71°，51.43°，77.14°。为了提

高传统同步磁阻电机的转矩密度，在磁障中加入了永磁体，并且非对称放置，这是因为永磁

转矩最大值的电流角度等于或大于0°，磁阻转矩最大值的电流角角度小于45°，永磁体非对

称放置可以使永磁转矩和磁阻转矩的最大值在同一电流角度或相近电流角度，提高了整体

的转矩密度。中间定子的内外表面均匀开槽，为减小内外电机的磁场互相干扰，定子中间嵌

有隔磁环，电机可以等效成内电机和外电机，方便进行分析。定子的内外表面槽内均各自嵌

放一套三相双层同心式正弦绕组，形成该电机的总定子绕组。外转子上的Halbach永磁体均

采用平行充磁的方式，且转子为表贴式结构，每块永磁体为一个区域，形成多个区域，且每

极下永磁体的磁化方向自两边向中间与水平方向夹角逐渐变大。定子槽中绕有三相双层同

心式正弦绕组，与传统三相双层叠绕组相比，可以降低损耗，提高电机效率，降低绕组磁势

的谐波含量，提高基波绕组系数，从而降低电机成本。同时为了保证中间定子内外槽中的槽

满率不变，使定子槽空间得到充分利用，在不等匝正弦绕组基础上对每槽上下层的导体数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所示，为一种永磁磁阻混合转子结构的同步电机结构示意图。该电机由外转

子1、内转子2和定子3构成，定子3位于外转子1和内转子2之间。定子3内外表面均匀开槽，为

提高气隙磁密及反电动势波形的正弦性，在定子3的内外槽中均嵌放了一套三相双层同心

式正弦绕组，为提高定子槽的利用率，定子内表面或外表面每槽的槽满率都相同，同时为进

一步削弱齿谐波，定子内外槽均为斜槽结构。传统永磁电机气隙磁密波形中的基波占比低，

谐波较多，本电机的外转子1表贴有Halbach永磁体，每块永磁体形状为“凸”字形，通过磁场

叠加使外转子永磁体6在气隙中的磁密更加接近正弦。普通同步磁阻转子转矩密度较低，在

非导磁层2-2底部及两侧非对称地嵌放进永磁体，既提高了转矩密度，又使永磁转矩和磁阻

转矩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由于内外转子都有永磁体的加入，为使内外电机的磁场互不干扰，

在定子3的轭部加入了隔磁环4，此时内电机与外电机的磁场互不干扰，方便分析，在电机控

制方面也更加简单。内磁阻外永磁的结构使得电机的体积减小，材料的整体利用率高。

[0026] 同步磁阻电机与永磁电机相比，调速范围宽，电机的过载能力高，扩大恒功率范

围，且更利于散热。如图2为内转子结构及磁体非对称放置时的磁化方向示意图。内转子2每

极下导磁层2-1的厚度两端较宽，中间较窄，这样使两侧的磁通多于中间的磁通，提高了电

机的整体性能。鉴于转子的机械强度，在导磁层2-1和非导磁层2-2之间分配了磁肋2-3。于

非导磁层2-2(磁障)中嵌放永磁体，且非对称地嵌放进去，解决了传统情况下转矩密度低的

缺点，同时又提高了效率，保留了磁阻电机的优势。永磁转矩分量和磁阻转矩分量的最大值

分别在电流角度为0度和45度达到，永磁体的这种放置方式可使二者最大值在同一电流角

度或者相近电流角度达到，提高了两种转矩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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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如图3为内转子每个极的结构示意图。非导磁层2-2(磁障)为“U”形结构，磁障数量

为3，相邻两个磁障的宽度相等。考虑到定子和转子的饱和，导磁层总宽度占导磁层与非导

磁层宽度总和的比值受到定子槽宽等因素影响，这里取48%，每层磁障两端的厚度比中间的

厚度薄，也即两端的导磁层宽度比中间的导磁层宽度厚，其作用可以使得两侧导磁层流过

的磁通多而中间少，限制了磁通路径，降低了转矩脉动。磁障层数由下式确定，即

，其中 为每对极的定子槽数， 为每极对的分离点个数。比如4极36槽电

机，每对极的定子槽数 ，则 或 ，即每个极的分离点为7或11，即每

极的磁障数为3或5，为了减少制造成本，选择磁障数为3。以每极转子冲片 轴为对称轴，取

每两个分离点之间的弧度相同，可以计算出每层磁障两端到对称轴的角度分别为25.71°，

51.43°，77.14°。

[0028] 如图4为外转子每极永磁体及其磁化方向示意图。采用Halbach阵列能提高电机的

转矩密度，同时提高气隙磁通密度正弦性。为提高永磁体的利用率，每极永磁体采用8分段

结构，每块永磁体分别充磁。每极下永磁体的磁化方向自两边向中间与水平方向夹角逐渐

变大。每块永磁体为“凸”字型结构，新型Halbach永磁体能更加有效地削弱气隙中的谐波，

提高波形的正弦性，并且还可以进一步降低齿槽转矩，减小转矩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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