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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由定子铁心，

永磁体，转矩绕组线圈，公共极绕组线圈，转子铁

心，轴组成。定子铁心有八个定子齿。位于X+，X-，

Y+，Y-四个方向上的定子齿为转矩极，上面绕有

转矩绕组线圈；与X+方向成45°，135°，225°，315°

夹角的定子齿为公共极，其中，与X+成45°，225°

夹角的公共极上绕有公共极绕组线圈；与X+成

135°，315°夹角的公共极分别与其相邻的转矩极

之间的轭部处镶嵌有永磁体。定子铁心内部为转

子铁心，转子铁心内部为轴。定子铁心与转子铁

心之间留有气隙，形成空气隙。本发明提供一种

利用永磁体和公共极绕组线圈的混合励磁开关

磁阻电机，在保持输入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电

机磁路的饱和程度，从而增加电机的输出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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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其特征在于：由一个定子铁心(1)、四个永磁体(2)、四

个转矩绕组线圈(3)、两个公共极绕组线圈(4)、一个转子铁心(5)、一个轴(6)组成；定子铁

心(1)有八个齿，位于X+，X-，Y+，Y-四个方向上的定子齿作为转矩极，上面绕制有转矩绕组

线圈(3)；与X+方向成45°，135°，225°，315°夹角的定子齿为公共极，其中，与X+方向成45°，

225°夹角的公共极上面绕有公共极绕组线圈(4)；与X+方向成135°，315°夹角的公共极分别

与其相邻的转矩极之间的轭部处镶嵌有永磁体(2)；永磁体(2)为长方体结构，其轴向截面

是正方形，定子铁心外型横截面与永磁体是一致的，都是正方形；设永磁体(2)N极到与其相

邻的电机顶点的距离为L1，永磁体(2)轴向剖面的边长为Lp，电机轴向剖面的边长为L，定子

铁心(1)轭部厚度为h，内径为r；公共极定子齿的极弧度数为αc，转矩极定子齿的极弧度数

为αt，转子极弧度数为αr，转子极距 Nr为转子铁心(5)极数，则应满足条件1/5≤

L1/L≤1/2， αc≥βr；公共极绕组线圈(4)匝数Nc与转矩绕组

线圈(3)匝数Nt之比满足0.5≤Nc/Nt≤2；相邻的转矩极与公共极定子齿根部之间的槽宽为

w，公共极定子齿根部宽度为L2，则应满足 定子铁

心(1)内部为转子铁心(5)，定子铁心(1)和转子铁心(5)之间存在有空气隙，转子铁心(5)内

部为轴(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子铁心(1)采

用导磁性能良好的材料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永磁体(2)为长

方体，平行充磁，采用稀土材料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矩绕组线圈

(3)和公共极绕组线圈(4)为集中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轴(6)采用导磁

性能良好的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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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可作为电动汽车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开关磁阻电机是近十几年来随功率电子学和微电子学迅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

型可控交流调速系统。它是一种双凸极结构的电机，其转子上没有任何永磁体和绕组，是直

接由硅钢片叠压而成，电机定子上绕有集中绕组。当定子集中绕组通入电流时，定、转子凸

极之间的磁拉力会产生磁阻转矩，使转子转动。因此开关磁阻电机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

可靠性和容错性能强、启动电流小、启动转矩大、可频繁启停和调速范围广等优点，这些优

点使得开关磁阻电机在工业应用中受到青睐。

[0003] 开关磁阻电机的绕组电流不仅有转矩分量，还有励磁分量。从而增加了变换器和

绕组的伏安容量，引入额外的附加损耗；开关磁阻电机只能在正半周出力，而在负半周电感

减少时会产生制动转矩，导致材料利用率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充分利用双凸极结构的特

点，人们将永磁材料嵌入定转子体内，形成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这种电机定转子结构外

形与传统开关磁阻电机相似，但是在运行原理及其控制策略上与传统电机有区别。

[0004] 传统的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是将永磁体贴在定子齿表面。这种电机的优点是

体积比较小。但是由于永磁体贴在定子齿表面，且永磁体磁阻较大，使得电机的气隙长度过

大，从而影响电机的性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问题是：提供一种利用永磁体和公共极辅助励磁线圈的新型混

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在电机定子铁心轭上嵌入永磁体，由于电机的励磁方式由传统的电

励磁变成与永磁体共同作用的混合励磁，这就能在保持输入励磁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电

机磁路的饱和程度，从而增加电机的电磁转矩。

[0006]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由一个定子铁心、四个永

磁体、一个转子铁心、一个轴、四个转矩绕组线圈、两个公共极绕组线圈组成。定子铁心有八

个定子齿。位于X+，X-，Y+，Y-四个方向上的定子齿作为转矩极，上面绕有转矩绕组线圈；与X

+方向成45°，135°，225°，315°夹角的定子齿为公共极，其中，与X+成45°，225°夹角的公共极

上面绕有公共极绕组线圈；与X+成135°，315°夹角的公共极分别与其相邻的转矩极之间的

轭部处镶嵌有永磁体。永磁体为长方体结构，永磁体的轴向剖面为正方形。设永磁体N极到

与其相邻的电机顶点的距离为L1，永磁体轴向剖面的边长为Lp，电机轴向剖面的边长为L。定

子铁心轭部厚度为h，内径为r，公共极定子齿的极弧度数为αc，转矩极定子齿极弧度数为αt，

转子极弧度数为αr，转子极距 Nr为转子铁心(5)极数，则应满足不等式1/5≤L1/L

≤1/2， αc≥βr。公共极绕组线圈匝数Nc与转矩绕组线圈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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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Nt之比满足0.5≤Nc/Nt≤2。相邻的转矩极与公共极定子齿根部的槽宽为w，公共极定子齿

根部宽度为L2，应满足 定子铁心内部为转子铁

心，定子铁心与转子铁心之间留有气隙，形成空气隙。转子铁心内部为轴。

[0007] 上述方案的原理是：本发明利用永磁体和公共极线圈提供激励磁通，在电机定子

铁心轭部嵌入永磁体，由于电机的励磁方式由传统的电励磁变成与永磁体共同作用的混合

励磁，这就能在保持输入励磁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电机磁路的饱和程度，从而增加电机

的电磁转矩。将定子转矩极分别标记为A1，A2，B1，B2，公共极标记为C1，C2，C3，C4。本发明的

定子转矩铁心产生的磁通路径为，以Y方向上的A1，A2为例，转矩极A1产生磁通，磁通经过定

子轭，公共极C1，气隙，转子铁心5，气隙，回到A1极，从而形成闭合回路；转矩极A2产生磁通，

磁通经过定子轭，公共极C2，气隙，转子铁心5，气隙，回到A2极，形成闭合回路，如图4所示。

公共极产生的磁通路径有两条，公共极C1上的绕组线圈产生磁通，第一条磁通经过气隙，转

子铁心5，气隙，A1极，定子轭，回到C1极，形成闭合回路；第二条磁通经过气隙，转子铁心5，

气隙，B1极，定子轭，回到C1极，形成闭合回路；公共极C2上的绕组线圈产生磁通，第一条磁

通经过气隙，转子铁心5，气隙，A2极，回到公共极C2，形成闭合回路；第二条磁通经过气隙，

转子铁心5，气隙，B2极，回到公共极C2，形成闭合回路；如图5所示。即公共极产生的磁通路

径始终与导通的转矩极产生的磁通路径相同。将永磁体记为P1，P2，P3，P4，则永磁体产生的

磁通路径为，以永磁体P1为例，磁通从永磁体P1的N极出发，通过公共极C4，气隙，转子铁心

5，气隙，公共极C1，回到永磁体P1的S极，形成闭合回路，如图6所示。但永磁体会在公共极的

作用下，改变其磁通路径，当公共极C1，C2导通时，以永磁体P1，P3为例，永磁体P1产生的磁

通从N极出发，经过公共极C4，气隙，转子铁心，气隙，转矩极A1，回到P1的S极，形成闭合回

路；永磁体P3产生的磁通从N极出发，经过公共极C3，气隙，转子铁心，转矩极A2，回到P2的S

极，形成闭合回路，如图7所示。由此可知转矩产生的原理为：转矩绕组线圈通电时，产生磁

场，由于磁拉力的存在，产生转矩。永磁体与公共极产生的激励磁通始终存在，随着转子位

置的变化，激励磁通会切换其路径。永磁体P1，P4会在公共极C1的作用下，改变其原来的磁

通路径；永磁体P2，P3会在公共极C2的作用下改变其原来的磁通路径。以永磁体P1，P3为例，

永磁体P1产生的磁通从N极出发，经由公共极C4，转子铁心，A1相定子齿、定子轭，回到P1的S

极，形成闭合回路；永磁体P3产生的磁通从N极出发，经过公共极C3，气隙，转子铁心，转矩极

A2，回到P2的S极，形成闭合回路，如图7所示。即当转矩极A1，A2相工作时，永磁体P1会增强

转矩极A1的气隙磁通，永磁体P3会增加转矩极A2的气隙磁通；当转矩极B1，B2工作时，永磁

体P4会增加转矩极B1的气隙磁通，永磁体P2会增加转矩极B2的气隙磁通。由此可以看出，引

入永磁体与公共极线圈，可以增加电机的输出转矩。

[000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本发明通过利用永磁体与公共极线圈产生的

激励磁通，可使电机的输出转矩提高为原有电机输出转矩的1.5倍以上，同时利用永磁体产

生磁通，提高电机效率。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技术方案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轴向剖面图；

[0010] 图2所示为本发明技术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的定子铁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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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3为本发明技术方案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转子铁心结构图；

[0012] 图4为本发明技术方案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转矩极绕组线圈磁通路径图；

[0013] 图5为本发明技术方案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公共极绕组线圈磁通路径图；

[0014] 图6为本发明技术方案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永磁磁通路径图；

[0015] 图7为本发明技术方案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永磁体在公共极绕组工作时的磁通

路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技术一种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轴向剖面图，由一个定子铁

心1、四个永磁体2、四个转矩绕组线圈3、两个公共极绕组线圈4、一个转子铁心5、一个轴6组

成。定子铁心1有八个定子齿。位于X+，X-，Y+，Y-四个方向上的定子齿作为转矩极，上面绕制

有转矩绕组线圈3；与X+方向成45°，135°，225°，315°夹角的定子齿为公共极，其中，与X+成

45°，225°夹角的公共极上面绕有公共极绕组线圈4；与X+成135°，315°夹角的公共极与其相

邻的转矩极之间的轭部处镶嵌有永磁体2。永磁体2为长方体结构，其轴向截面是正方形。定

义永磁体2的N极到与其相邻的电机顶点的距离为L1，永磁体2轴向剖面的边长为Lp，电机轴

向剖面的边长为L。则应满足不等式1/5≤L1/L≤1/2，本发明中取L1/L＝1/5。定子铁心1轭部

厚度为h，内径为r，公共极定子齿的极弧度数为αc，转矩极极弧度数为αt，转子极弧度数为

αr，转子极距 Nr为转子铁心5极数，应满足条件

αc≥βr。公共极绕组线圈4匝数Nc与转矩绕组线圈3匝数Nt之比满足0.5≤Nc/Nt≤2，本发明中

取Nc/Nt＝2。相邻的转矩极与公共极定子齿根部的槽宽为w，公共极定子齿根部宽度为L2，则

应满足 本发明中当转子铁心5极数为Nr＝10，则转

子极距为 当取转子极弧度数为αr＝19 °，则可取转矩极极弧度数

公共极极弧度数αc＝βr＝36°。当定子铁心1内径取r＝53mm，电机轴向剖面边

长取L＝76mm时，则可得Lp＝h＝11mm，L2＝20mm， 定子铁心1内

部为转子铁心5，定子铁心1与转子铁心5之间留有气隙，形成空气隙。转子铁心5内部为轴6。

[0017] 图2所示为本发明技术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的定子铁心1结构图，四个永磁体2

分别镶嵌在与X+成135°，315°夹角的公共极与其相邻的转矩极之间的定子轭部。永磁体2为

长方体结构，其轴向截面是正方形。定义永磁体2的N极到与其相邻的电机顶点的距离为L1，

永磁体2轴向剖面的边长为Lp，电机轴向剖面的边长为L。公共极定子齿的极弧度数为αc，转

矩极极弧度数为αt，定子铁心1轭部厚度为h，内径为r，相邻的转矩极与公共极定子齿根部

的槽宽为w ，公共极定子齿根部宽度为L 2 ，应满足不等式1 / 5≤ L 1 / L≤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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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3所示为本发明技术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的转子铁心5结构图，转子极弧度数

为αr，转子极距 Nr为转子铁心5极数，则应满足条件 αc≥βr；

[0019] 图4所示为本发明技术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的转矩绕组线圈3工作时的磁通路

径图，转矩绕组线圈A1与A2串联，B1与B2串联，两组线圈依次循环通电，图4为转矩绕组线圈

A1，A2通电时形成的磁通路径图，线圈通电后，A1相绕组线圈产生的磁路经过定子轭，公共

极定子齿C1，气隙，转子铁心，气隙回到A1相，形成闭合回路。A2相绕组线圈产生的磁路经过

定子轭，公共极定子齿C2，气隙，转子铁心，气隙，回到A2，形成闭合回路。

[0020] 图5所示为本发明技术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的公共极绕组线圈C1，C2工作时的

磁通路径图。C1相产生的磁通有两条路径，第一条磁路从C1出发，经过气隙，转子铁心，气

隙，A1相定子齿，定子轭，回到C1相，形成闭合回路；第二条路径从C1出发，经过气隙，转子铁

心，气隙，B1相定子齿，定子轭，回到C1相，形成闭合回路。C2相产生的磁通有两条路径，第一

条磁路从C2出发，经过气隙，转子铁心，气隙，A2相定子齿，定子轭，回到C2相，形成闭合回

路；第二条磁路从C2出发，经过气隙，转子铁心，气隙，B2相定子齿，定子轭，回到C2相，形成

闭合回路。

[0021] 图6所示为本发明技术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工作时永磁体2的磁通路径图，每个

永磁体2的磁通将从永磁体2的N极出发，通过与永磁体2相邻的公共极定子齿，气隙，转子铁

心，气隙，与永磁体2在电机同一条边上的另一个公共极定子齿，回到永磁体2的S极。

[0022] 图7所示为本发明技术混合励磁开关磁阻电机工作时永磁体2在公共极绕组线圈

通电时的磁通路径图。以永磁体P1，P3为例，永磁体P1产生的磁通，从N极出发，通过公共极

定子齿C4，气隙，转子铁心，气隙，转矩极A1，回到永磁体P1的S极，形成闭合回路；永磁体P3

产生的磁通，从N极出发，通过公共极定子齿C3，气隙，转子铁心，转矩极A2，回到永磁体P3的

S极，形成闭合回路。

[0023] 上述发明方案所用的轴6导磁性能良好的材料制成，如45号钢或40Cr等。转子铁心

5可用导磁性能良好的电工薄钢板如电工纯铁、电工硅钢板DR510、DR470、DW350等磁性材料

冲压叠制而成。永磁体2的材料为磁性能良好的稀土永磁体或铁氧体永磁体，充磁方向为轴

向充磁。定子铁心1采用导磁性能良好的材料制成，如电工纯铁、1J50或40Cr。转矩绕组线圈

3和公共极绕组线圈4可用导电良好的电磁线绕制后浸漆烘干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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