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108592781 B
(45)授权公告日 2021.05.11
(21)申请号 201810456503 .8
(22)申请日 2018 .05 .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59278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 .09 .28
(73)专利权人 同济大学
地址 200092 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1239号
(72)发明人 钟再敏
孙梁榕

康劲松

刘宇松 胡程宇

(56)对比文件
CN 102939516
CN 202816634
CN 103925869
CN 107749675
CN 106998162
CN 204068439
CN 107104613

A ,2013 .02 .20
U ,2013 .03 .20
A ,2014 .07 .16
A ,2018 .03 .02
A ,2017 .08 .01
U ,2014 .12 .31
A ,2017 .08 .29

审查员 於锦航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科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1225
代理人 翁惠瑜
(51)Int .Cl .
G01B 7/30 (2006 .01)
权利要求书1页

CN 108592781 B

(54)发明名称
一种电机转子位置检测方法与检测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机转子位置检测方法与
检测装置，
所述装置包括至少一个原边线圈和至
少两个副边线圈，
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分别
与各自的补偿电路电气联接，
构成具有特定谐振
频率的谐振电路，
且各线圈的谐振频率一致，
实
现原、副边线圈之间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
输，
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工作于准谐振状态或谐
振状态，
通过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之间的互感的
变化检测电机转子位置。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
明具有频率选择性好，
抗干扰性强，
空间布置更
灵活多样，
精度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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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电机转子位置检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方法基于一个原边线圈和至少两个副
边线圈实现，
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各自构成具有特定谐振频率的谐振电路，
且各谐振
电路的谐振频率一致，
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采用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
根据原
边线圈和副边线圈之间的互感的不同检测副边线圈的两相感应电动势，
解算得到转子位置
信息，
所述至少两个副边线圈在空间上呈特定角度设置，
与原边线圈通过励磁磁场耦合。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机转子位置检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根据所述原边线圈与副边
线圈的磁路耦合程度获得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之间的互感的变化。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机转子位置检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根据所述原边线圈与副边
线圈的磁阻的变化获得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之间的互感的变化。
4 .一种电机转子位置检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至少一个原边线圈和至少两个副边
线圈，
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分别与各自的补偿电路电气联接，
构成具有特定谐振频率
的谐振电路，
且各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一致，
实现原、副边线圈之间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
传输；
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之间的互感被构造成随电机转子位置变化，
根据原边线圈和
副边线圈之间的互感的不同检测副边线圈的两相感应电动势，
解算得到转子位置信息；
所述副边线圈固定设置于电机机座上，
且所述至少两个副边线圈在空间上呈特定角度
设置，
与原边线圈通过励磁磁场耦合。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机转子位置检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原边线圈与电机转
子固定连接，
并且原边线圈与副边线圈的磁路耦合程度随电机转子位置改变而改变。
6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机转子位置检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原边线圈与电机机
座固定连接，
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均绕制在定子铁芯，
并且原边线圈与副边线圈之间的磁
阻随电机转子位置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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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机转子位置检测方法与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机与控制技术领域，
涉及一种电机转子位置检测方法与检测装置，
特别是涉及一种基于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原理的电机转子位置检测方法与检测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机位置检测是电机控制的重要环节。
[0003] 当前电机位置检测中，
旋转变压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
如图1所示。旋转变
压器一般设置一个原边励磁绕组、若干(一般设置正弦和余弦两个)副边检测绕组，
励磁绕
组与检测绕组之间的磁导随电机转子改变而变化，
进而引起两者间的互感改变。这样一来，
随着转子旋转，
副边的感应电动势幅值呈周期性变化，
通过后续分析提取，
即可分析得到转
子位置信息。
[0004] 此类旋转变压器具有如下难点和不足：
[0005] 1)交流励磁激励信号与检测信号的频率选择性不强，
容易受谐波等的干扰；
[0006] 2)气隙的加工精度和导磁材料的性能直接影响转子位置检测的精度。
[0007] 因此，
需要对现有的电机励磁方式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基于磁耦合谐
振式无线电能传输原理的电机转子位置检测方法与检测装置。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10] 一种电机转子位置检测方法，
该方法基于一个原边线圈和至少两个副边线圈实
现，
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各自构成具有特定谐振频率的谐振电路，
且各谐振电路的谐
振频率一致，
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采用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
通过原边线圈和
副边线圈之间的互感的变化检测电机转子位置。
[0011] 可选地，
根据所述原边线圈与副边线圈的磁路耦合程度获得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
线圈之间的互感的变化。
[0012] 可选地，
根据所述原边线圈与副边线圈的磁阻的变化获得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
圈之间的互感的变化。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电机转子位置检测装置，
包括至少一个原边线圈和至少两个副
边线圈，
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分别与各自的补偿电路电气联接，
构成具有特定谐振频
率的谐振电路，
且各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一致，
实现原、副边线圈之间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
能传输；
[0014] 所述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之间的互感被构造成随电机转子位置变化。
[0015] 进一步地，
所述副边线圈固定设置于电机机座上，
且所述至少两个副边线圈在空
间上呈特定角度设置，
与原边线圈通过励磁磁场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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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可选地，
所述原边线圈与电机转子固定连接，
并且原边线圈与副边线圈的磁路耦
合程度随电机转子位置改变而改变。
[0017] 可选地，
所述原边线圈与电机机座固定连接，
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均绕制在定子
铁芯，
并且原边线圈与副边线圈之间的磁阻随电机转子位置改变而改变。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9] 1)本发明依据谐振无线电能传输原理实现原、
副边绕组的磁耦合，
工作于谐振状
态，
频率选择性好，
抗干扰性强；
[0020] 2)无线电能传输主要通过空气里面的磁场耦合，
定转子间距离不再受传统旋转变
压器限制，
可以省略传感器铁芯等导磁元件，
进而消除磁滞损耗，
空间布置更灵活多样；
[0021] 3)转子位置主要通过原、
副边绕组的互感的改变来体现，
而不是通过改变气隙磁
阻来体现，
精度高，
容错性好。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现有旋转变压器安装及定子绕组结构图；
[0023] 图2为MCR‑WPT的原理示意图，
其中，(a)为原理模型示意图，(b)为等效电路模型示
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激励电压波形和副边正交绕组的感应电动势波形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本实施例以本发明技术方案
为前提进行实施，
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
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
下述的实施例。
[0028] “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Magnetically‑Coupled Resonant WPT ,MCR‑
WPT) ，
其特点是两个具有相同谐振频率的子系统之间通过磁场耦合完成能量传输，
如图2所
示。其中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分别与各自的补偿电路电气联接，
并工作于谐振状态。补偿电
路根据实际应用有串联补偿、
并联补偿、串并联等多种形式。
目前MCR‑WPT已展示出巨大的
应用前景，
技术成果丰硕。
[0029] 本发明提供一种电机转子位置检测装置及方法，
基于“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
输原理”，
所述检测装置具有至少一个原边线圈和至少两个副边线圈，
原边线圈用于建立交
变励磁磁场，
副边线圈与电机机座固联，
且空间上呈特定角度，
与原边通过励磁磁场耦合。
一般地，
可将两个副边线圈设成正交，
即呈90度。所述原、副边线圈分别与各自补偿电路电
气联接，
构成具有特定谐振频率的谐振电路，
且各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应基本一致进而可
实现原、副边线圈之间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原边通以特定频率交变电流，
实现原、
副边之间的无线电能传输，
此时原、副边均工作在(准)谐振状态。根据副边线圈布置角度的
不同，
由磁耦合谐振在其中产生的感应电势随着原边线圈在空间的旋转呈现不同的变化规
律，
故此通过检测副边的电压信号就能够从中获得电机转子的位置信息。
[0030] 实施例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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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如图3所示，
本实施例中 ，
设置一个原边用于建立励磁磁场，
两个副边正交布置，
原、副边通过空气耦合且没有铁芯，
原边绕组与转子固结，
原边和副边之间的互感随转子位
置分别呈正弦、
余弦变化。
[0032] 将原边和副边的补偿电路均设计为串联补偿，
且原、副边设计谐振频率相等，
计
为：

[0033]
[0034]

其中，
L为线圈的自感，
C为串联补偿回路的电容，
此时回路阻抗为线圈内阻R。
[0035] 在原边电路两端施加幅值恒定的交流简谐激励电压U ，
x 并保持Ux频率f与线圈设计
谐振频率相等。
[0036] 此时原、
副边电路工作在谐振状态，
传输效率高、
受谐波干扰较小，
理论传输距离
较远。
[0037] 如图3所示，
在电机转子轴线垂直平面里，
原边线圈设计成具有指向性，
即励磁磁
场随原边线圈的旋转在空间上不均匀分布，
同时将两个副边线圈空间上正交布置，
即只能
匝链特定方向的磁场。易知此时原副边线圈的互感随转子旋转而改变。经过有效的设计，
例
如保证原边线圈建立按正弦空间分布的交变励磁磁场，
则不难实现原、副边线圈之间的互
感随着转子位置改变而分别呈正弦、
余弦变化。
[0038] 控制励磁磁场幅值近似恒定，
假设副边线圈最大匝链磁通为Φm。设转子逆时针偏
离垂直位置的角度为θ，
由于原、副边线圈之间的互感随着转子位置改变而分别呈正弦、余
弦变化，
故A、B线圈的磁通分别为Φmcosθ、Φmsinθ，
由此可得到原、副边中的感应电动势有
效值：
[0039] E ＝U ＝4 .44fN k Φ
s s
m
s
x
[0040] E ＝4 .44fN k Φ cosθ＝kU cosθ
r r m
x
A
[0041] E ＝4 .44fN k Φ sinθ＝kU sinθ
B
r r m
x
[0042]

其中，
Ns ,ks 和Nr ,kr分别为原、副边线圈的匝数和绕组系数；

是两线圈的有

效匝数比。波形如图4所示。
[0043] 副边线圈A、
B中由于负载电流存在，
将分别产生磁动势FA、
FB ：
在沿原边线圈轴线方
向上，
磁动势只会引起原边线圈电流大小改变；
在垂直原边线圈轴线方向上，
数值分别为
FAsinθ和FBcosθ，
方向相反，
而：
[0044]
[0045]
[0046]

故而，
磁动势FA、
FB不会对副边线圈感应电动势产生影响。
[0047] 原边感应电动势有简谐激励电压Ux和谐振补偿电路共同提供；
副边感应电动势由
谐振补偿电路提供。通过检测副边线圈的两相感应电动势，
经过滤波、
锁相等方法可以解算
得到其中包含的转子位置信息。
[0048]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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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如图5所示，
本实施例中，
设置一个原边与机座固结，
两个副边正交布置，
原边和副
边线圈均绕制在定子铁芯上；
原边和副边设置补偿回路并工作于谐振状态。
电路谐振可实
可以达到检测效果的提升。
现频率选择性放大，
[0050] 设置转子铁芯随转子同步旋转，
且转子铁芯在径向上不均匀且呈正弦变化。
[0051] 显然随转子旋转，
定、转子铁芯之间的气隙呈周期性变化，
进而改变原、副边绕组
互感磁路的磁阻和原、
副边之间的互感。
[0052] 考虑补偿电路和激励电压的共同作用，
原边线圈S的励磁电压：
[0053] U ＝Esin(2πft)
x
[0054] 与实施例1类似，
由于定、转子之间的气隙磁导随转子位置角按正弦变化，
故而两
副边线圈中将感应出与转子转角的正弦或余弦成比例关系的电动势：
[0055] E ＝EN k sin(2πft)cosθ＝kU cosθ
A
r r
x
[0056] E ＝EN k sin(2πft)sinθ＝kU sinθ
B
r r
x
[0057]

其中，
Ns ，
ks 和Nr ，
kr分别为原、副边线圈的匝数和绕组系数；

是两线圈的有

效匝数比。
[0058] 同样地，
副边磁动势不会影响感应电势，
通过检测副边线圈的两相感应电动势，
经
过滤波、
锁相等方法可以解算得到其中包含的转子位置信息。
[0059]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
应当理解，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
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
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
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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