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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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851091.9

(22)申请日 2016.09.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42578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2.01

(66)本国优先权数据

201610005280.4 2016.01.06 CN

(73)专利权人 西北工业大学

地址 710072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

路127号

(72)发明人 宋受俊　葛乐飞　杨阳　

(51)Int.Cl.

H02P 23/14(2006.01)

H02P 25/08(2016.01)

审查员 杨静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线性磁链模型和线性回归分析的

SRM位置预估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线性磁链模型和线

性回归分析的SRM位置预估方法。该方法只需线

性区内任意两个转子位置处的磁链特性数据，从

而得到线性区两个端点处的磁链值，并作为参

考。检测导通相电压、电流值，计算得到磁链值。

若该值位于两个参考磁链值之间，表明转子位置

位于线性区，则运用线性磁链模型进行位置预

估。否则，表明转子位置位于非线性区，在假设短

时间内电机转速恒定的前提下，对线性区位置数

据及采样序号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用于对非

线性区转子位置的预估。如需进一步减小单相预

估中的累积误差，可采用多相磁链特性代替单相

磁链特性进行位置预估。该方法精度高、易于实

现、适用性好，且能够避免或降低相间互感和磁

路饱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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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线性磁链模型和线性回归分析的SRM位置预估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开关磁

阻电机(SRM)相磁链与转子位置的关系曲线划分为两个区域，并针对不同区域分别采用线

性磁链模型与线性回归分析进行转子位置预估，该位置预估方法的实现步骤如下：

步骤一：在开关磁阻电机相磁链与转子位置的关系曲线中，将区间[θ1,θhr]定义为线性

区，剩余区间为非线性区，线性区两个端点θ1和θhr分别由公式θ1＝θa-(βs+βr)/2和θhr＝θa-

βr/2计算得到，θa、βs和βr分别为电机的对齐位置角、定子极弧和转子极弧，通过公式

计算获得线性区两个端点θ1和θhr处的磁链特性，并通过拟合得到

端点处相磁链与相电流的解析表达式，ψ为相磁链，θ为转子位置，ψx和ψy为线性区内任意两

个转子位置θx和θy处的磁链特性数据；

步骤二：检测导通相电压、电流值，利用上一步得到的相  磁链与相电流的解析表达式，

获取此时线性区端点处的磁链值ψ1 和ψh r ，并设定为参考磁链，同时通过公式

计算此时的相磁链值ψ，ψ(0)是初始磁链，u,i和r分别为开关磁阻电机

的相电压、相电流和相电阻；

步骤三 ：若ψ1 ≤ψ≤ψh r ，表明转子位置位于线性区 ，则利用线性磁链模型

进行转子位置预估；

步骤四：若不满足ψ1≤ψ≤ψhr，表明转子位置位于非线性区，此时在假设短时间内电机

转速恒定的前提下，对线性区位置数据及采样序号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确定一元线性回归

函数 k＝n+1,…,N.的系数，进而用于对非线性区转子位置的预估， 为第k个采

样点处转子位置的预估值，k为采样点序号， 为系数，基于线性区的数据，由公式

计算得到，θk为线性区内第k个采样点处的转子位置值；

步骤五：如需进一步减小非线性区转子位置预估时引入的累积误差，采用多相磁链特

性代替单相磁链特性进行预估，相选取原则为：利用各相的线性区，缩短单相预估时的非线

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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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线性磁链模型和线性回归分析的SRM位置预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线性磁链模型和线性回归分析的开关磁阻电机(SRM)精确位

置预估方法，属于电机无位置传感器控制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位置信息是开关磁阻电机运行的基础。通常，位置信息由机械位置传感器获得，如

旋转变压器、霍尔传感器、光电编码器等。然而，这些机械位置传感器不但增加了驱动系统

的成本和复杂度，而且它们的精度和可靠性易受温度、粉尘和震动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因

此，研究低成本、高精度、高可靠性的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0003] 为了实现无位置传感器控制，研究者提出了大量的位置预估方法。这些方法主要

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导通相位置预估方法，一类是导通相位置预估方法。

[0004] 第一类方法主要通过给非励磁相注入高频电压脉冲，检测电流的幅值或上升时间

来确定不饱和区域的电感值，进而得到转子位置值或所在区域。该类方法的缺点是：当其他

相有电流时，脉冲注入相的电流可能受到其他相互感作用的影响；非导通相注入脉冲电流

可能产生负转矩；此外，高速时，励磁电流波形占整个相周期的主要部分，限制了脉冲注入

的时间。故该类方法只适用于起动和低速工况。

[0005] 第二类方法主要根据测量得到的励磁相电压、电流值，通过查询表、数学模型、观

测器或智能算法等估计转子位置。该类方法优势在于既不产生额外的功率损耗，又不需要

附加硬件。但现有导通相位置预估法大多需要全部或很多转子位置处的磁链特性数据，加

大了数据获取及处理的难度和工作量，且往往需要大的存储空间。另外，该类方法的预估精

度易于受到相间互感和磁场饱和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将开关磁阻电机相磁链与转子位置的关系曲线划分为两个区域，并针对不

同区域分别采用线性磁链模型与线性回归分析进行转子位置预估。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步骤一：在开关磁阻电机相磁链与转子位置的关系曲线中，将区间[θ1,θhr]定义为

线性区，剩余区间为非线性区。θ1和θhr可由式(1)和(2)得到。

[0008] θ1＝θa-(βs+βr)/2   (1)

[0009] θhr＝θa-βr/2   (2)

[0010] 其中，θa、βs和βr分别为电机的对齐位置、定子极弧和转子极弧。

[0011] 获取线性区内任意两个转子位置θx和θy处的磁链特性数据ψx和ψy，通过式(3)  获

得线性区两个端点处的磁链特性，其中，ψ为相磁链，θ为转子位置，同时通过拟合得到端点

处相磁链与相电流的解析表达式。

[0012]

[0013] 步骤二：检测导通相电压、电流值，利用上一步得到的磁链与相电流的解析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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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获取此时线性区端点处的磁链值ψ1和ψhr，并设定为参考磁链。

[0014] 利用式(4)计算得到此时的相磁链值。

[0015]

[0016] 其中，ψ(0)是初始磁链，u,i和r分别为开关磁阻电机的相电压、相电流和相电阻。

[0017] 步骤三：若ψ1≤ψ≤ψhr，表明转子位置位于线性区，则可通过线性磁链模型得到转

子位置角，如式(5)所示。

[0018]

[0019] 步骤四：若不满足ψ1≤ψ≤ψhr，表明转子位置位于非线性区，此时在假设短时间内

电机转速恒定的前提下，对线性区位置数据及采样序号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确定式(6)  所

示一元线性回归函数的系数，进而用于对非线性区转子位置的预估。

[0020]

[0021] 其中， 为第k个采样点处转子位置的预估值，k为采样点序号。 为系数，可基于

线性区的数据，由式(7)计算得到。

[0022]

[0023] 其中，θk为线性区内第k个采样点处的转子位置值。

[0024] 步骤五：如需进一步减小非线性区转子位置预估时引入的累积误差，可采用多相

磁链特性代替单相磁链特性进行预估。相选取原则为：利用各相的线性区，缩短单相预估时

的非线性区。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①方法简单，易于实现。采用简单的线性模型，仅需两个转子

位置处的磁链特性数据，而且只需要少量的物理内存；②精度高，鲁棒性强。线性区磁链特

性分辨率高，对磁链误差敏感度低，且能够有效避免相间互感以及降低磁路饱和对预估结

果的影响。另外，通过多相预估法，减小了累积误差；③适用性好。角度位置控制、电流斩波

控制和电压PWM控制工况下均具有良好的精度，也适用于不同的开关磁阻电机拓扑。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一定电流下开关磁阻电机单相磁链与转子位置的关系曲线图。

[0027] 图2为一定电流下三相开关磁阻电机三相磁链与转子位置的关系曲线图。

[0028] 图3为基于线性磁链模型和线性回归分析的SRM位置预估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实例所用电机为

一个1kW三相12/8极的开关磁阻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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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步骤一：在图1所示一定电流下开关磁阻电机单相磁链与转子位置的关系曲线中，

将线性区[θ1,θhr]定义为线性区，剩余区间为非线性区。对于实例给定的开关磁阻电机，βs，

βr和θa分别为15°,17°和22.5°。由式(1)和(2) ,可以得出θ1和θhr分别为6.5°和14°。

[0031] 利用转矩平衡测试法可以方便的获得该开关磁阻电机在7.5°和15°处的磁链特性

数据，由于15°与14°接近，因此选[6.5°,15°]为线性区，其余为非线性区。6.5°处的磁链可

由式(8)得到：

[0032]

[0033] 通过拟合得到磁链ψ6.5°和ψ15°与相电流i的解析表达式ψ6.5°(i)和ψ15°(i)。

[0034] 步骤二：检测导通相电压、电流值，利用上一步拟合得到的解析表达式ψ6 .5°(i)和

ψ15°(i)，获取此时线性区端点处的磁链值ψ6.5°(i*)和ψ15°(i*)，并设定为参考磁链，其中  i*

为此时的相电流值。同时，利用式(4)计算得到此时的相磁链值ψ(i*)。

[0035] 步骤三：若ψ6 .5°(i*)≤ψ(i*)≤ψ15°(i*)，表明转子位置位于线性区，则可通过线性

磁链模型得到转子位置角，如式(9)所示。

[0036]

[0037] 步骤四：若不满足ψ6 .5°(i*)≤ψ(i*)≤ψ15°(i*)，表明转子位置位于非线性区，此时

首先基于在上一步得到的线性区位置数据与采样点序号，由式(7)得到系数 和 而后代

入式(6)所示一元线性回归函数，并利用该式对非线性区内不同采样点处的转子位置进行

预估。

[0038] 步骤五：为了进一步减小非线性区位置预估时引入的累积误差，采用三相磁链特

性代替单相磁链特性进行预估。依据选取原则，制定一种相选取策略，如表1所示。

[0039] 在表1中，ψref为给定的一个参考磁链，本实例中选取ψref＝ψ6.5°。另外，当三相磁链

值均大于ψref时，选取的相保持不变。在图2所示一定电流下三相开关磁阻电机三相磁链与

转子位置的关系曲线中，粗实线表示依据表1确定的各相参与位置预估的部分。

[0040] 表1.一种相选取策略

[0041]

[0042] 在表1中，ψref为给定的一个参考磁链，本实例中选取ψref＝ψ6.5°。另外，当三相磁链

值均大于ψref时，选取的相保持不变。在图2所示一定电流下三相开关磁阻电机三相磁链与

转子位置的关系曲线中，粗实线表示依据表1确定的各相参与位置预估的部分。

[0043] 该基于线性磁链模型和线性回归分析的SRM位置预估方法的流程图如图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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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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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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