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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

独立推进系统及其控制方法，该系统包括螺旋

桨、双馈轴带电机、变速恒频装置和控制器，双馈

轴带电机通过齿轮箱与螺旋桨连接，齿轮箱还连

接船舶主机，双馈轴带电机的定子侧通过状态切

换线路与船舶电网连接，双馈轴带电机的转子侧

通过变速恒频装置与船舶电网连接，状态切换线

路上设有定子开关，定子开关和变速恒频装置都

与控制器连接，还包括撬棒装置，撬棒装置包括

撬棒开关和撬棒电阻，撬棒电阻通过撬棒开关与

双馈轴带电机的转子侧连接，撬棒开关与控制器

连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投切撬棒装

置，解决了轴带电机在主柴油机故障情况下独立

起动与单机推进的技术问题，提高了船舶运行的

灵活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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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的控制方法，该系统包括螺旋桨、双馈

轴带电机、变速恒频装置和控制器，所述双馈轴带电机通过齿轮箱与所述螺旋桨连接，所述

齿轮箱还连接船舶主机，所述双馈轴带电机的定子侧通过状态切换线路与船舶电网连接，

所述双馈轴带电机的转子侧通过所述变速恒频装置与所述船舶电网连接，所述状态切换线

路上设有定子开关，所述定子开关和变速恒频装置都与所述控制器连接，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撬棒装置，所述撬棒装置包括撬棒开关和撬棒电阻，所述撬棒电阻通过撬棒开关与所述

双馈轴带电机的转子侧连接，所述撬棒开关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齿轮箱与双馈轴带电

机之间设有第一离合器；

所述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通过所述控制器闭锁变速恒频装置的机侧变流器，闭合所述撬棒开关使双馈轴带

电机的转子绕组经撬棒电阻短路，闭合所述定子开关，在感应电机模式下起动双馈轴带电

机；

S2、在低速条件下控制所述第一离合器接排，将双馈轴带电机与螺旋桨连接；

S3、当双馈轴带电机的转速达到正常运行范围后，通过控制器断开定子开关与撬棒开

关，将双馈轴带电机切换到双馈电机模式；

S4、在并网条件下将双馈轴带电机并入船舶电网；

S5、通过机侧变流器控制双馈轴带电机调速，实现双馈轴带电机的单机推进运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的控制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齿轮箱与船舶主机之间设有第二离合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的控制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变速恒频装置包括网侧变流器和机侧变流器，所述网侧变流器与所述船舶

电网连接，所述机侧变流器与所述双馈轴带电机的转子侧连接，所述网侧变流器和机侧变

流器通过两根直流母线连接，所述直流母线直接跨接一个直流母线电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的控制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通过一个弱电控制回路连接至定子开关，所述弱电控制回路包括继

电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的控制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具体包括：

通过变速恒频装置中机侧变流器控制轴带电机起励，当双馈轴带电机的定子电压与船

舶电网的电压满足幅值、频率、相位相等的并网条件后，通过闭合定子开关将轴带双馈电机

并入船舶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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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船舶电气系统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

立推进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合轴带系统能节省燃料、减小排放，已成为目前各国积极发展的船舶推进新技

术。与全功率式船舶轴带系统相比，双馈式船舶轴带系统具有成本较低、体积小的优点，但

由于其转速运行范围有限，在主柴油机故障时难以带载单机起动实现独立推进运行。

[0003] 目前有公开专利“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单机起动与推进的系统及方法”(公开

号CN106864715A)，该技术在双馈电机定子侧增设一组短路开关，通过开关投切控制轴带电

机分别在感应电机和双馈电机模式实现单机起动与独立推进运行。在感应电机单机起动模

式下，受变速恒频装置容量限制轴带电机输出转矩较小，难以直接拖动螺旋桨带载起动，因

此该技术必需采用柔性接排装置待轴带电机切换到高速条件下双馈电机模式后将螺旋桨

与轴带电机连接起来，实现独立推进运行。但是采用柔性接排装置会增加系统复杂性和成

本。

发明内容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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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馈式船舶混

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包括螺旋桨、双馈轴带电机、变速恒

频装置和控制器，所述双馈轴带电机通过齿轮箱与所述螺旋桨连接，所述齿轮箱还连接船

舶主机，所述双馈轴带电机的定子侧通过状态切换线路与船舶电网连接，所述双馈轴带电

机的转子侧通过所述变速恒频装置与所述船舶电网连接，所述状态切换线路上设有定子开

关，所述定子开关和变速恒频装置都与所述控制器连接，还包括撬棒装置，所述撬棒装置包

括撬棒开关和撬棒电阻，所述撬棒电阻通过撬棒开关与所述双馈轴带电机的转子侧连接，

所述撬棒开关与所述控制器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齿轮箱与双馈轴带电机之间设有第一离合器。

[0008] 优选的，所述齿轮箱与船舶主机之间设有第二离合器。

[0009] 优选的，所述变速恒频装置包括网侧变流器和机侧变流器，所述网侧变流器与所

述船舶电网连接，所述机侧变流器与所述双馈轴带电机的转子侧连接，所述网侧变流器和

机侧变流器通过两根直流母线连接，所述直流母线直接跨接一个直流母线电容。

[0010] 优选的，所述控制器通过一个弱电控制回路连接至定子开关，所述弱电控制回路

包括继电器。

[0011] 一种上述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S1、通过所述控制器闭锁变速恒频装置的机侧变流器，闭合所述撬棒开关使双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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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带电机的转子绕组经撬棒电阻短路，闭合所述定子开关，在感应电机模式下起动双馈轴

带电机；

[0013] S2、在低速条件下控制所述第一离合器接排，将双馈轴带电机与螺旋桨连接；

[0014] S3、当双馈轴带电机的转速达到正常运行范围后，通过控制器断开定子开关与撬

棒开关，将双馈轴带电机切换到双馈电机模式；

[0015] S4、在并网条件下将双馈轴带电机并入船舶电网；

[0016] S5、通过机侧变流器控制双馈轴带电机调速，实现双馈轴带电机的单机推进运行。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S4具体包括：

[0018] 通过变速恒频装置中机侧变流器控制轴带电机起励，当双馈轴带电机的定子电压

与船舶电网的电压满足幅值、频率、相位相等的并网条件后，通过闭合定子开关将轴带双馈

电机并入船舶电网。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0] 1、与传统的双馈式轴带系统相比，本发明通过投切撬棒装置，使轴带电机在感应

电机和双馈电机两种不同模式下分别实现单机起动和独立推进运行，解决了轴带电机在主

柴油机故障情况下独立起动与单机推进的技术问题，提高了船舶运行的灵活性与可靠性。

[0021] 2、与现有的在双馈轴带电机定子与船舶电网之间设置2个接触器的状态切换单元

相比，本发明使双馈轴带电机具有更大的起动转矩，无需使用柔性接排装置，提高了系统的

技术经济性能。

[0022] 3、与全功率式轴带系统相比，双馈式轴带系统中变速恒频装置容量小、体积小、成

本低，具有更好的技术经济性能。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的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0025] 图3为实施例中500kW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系统转矩匹配特性曲线；

[0026] 图4为实施例中500kW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单机起动与独立推进过程的转速

仿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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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

[0029] 为克服现有技术中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难以带载单机起动实现独立推进运

行的困难，本申请提出一种新的独立推进的系统及方法，实现双馈轴带电机直接带载单机

起动与独立推进运行，在主柴油机故障时控制双馈轴带电机带载单机起动并独立拖动螺旋

桨低速推进，以提高船舶航行的灵活性与可靠性。

[0030] 如图1所示，一种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包括螺旋桨、双馈轴带

电机、变速恒频装置和控制器。双馈轴带电机通过齿轮箱与螺旋桨连接，齿轮箱还连接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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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即图1中的主柴油机。双馈轴带电机的定子侧通过状态切换线路与船舶电网连接，船

舶电网属于船载电站的一部分，双馈轴带电机的转子侧通过变速恒频装置与船舶电网连

接。状态切换线路上设有定子开关Ks1，用于将双馈轴带电机的定子绕组与船舶电网接通与

断开，定子开关Ks1和变速恒频装置都与控制器连接。

[0031] 本系统在双馈轴带电机转子侧增加一套撬棒装置，该撬棒装置包括撬棒开关Ks2和

撬棒电阻，撬棒电阻通过撬棒开关Ks2与双馈轴带电机的转子侧连接。撬棒开关Ks2与控制器

连接，通过控制器控制撬棒开关Ks2的闭、合，实现撬棒装置的投入与切除，闭合撬棒开关Ks2

时，撬棒装置投入，双馈轴带电机转子绕组经撬棒电阻短路，断开撬棒开关Ks2时撬棒装置切

除。齿轮箱与双馈轴带电机之间设有第一离合器，齿轮箱与船舶主机之间设有第二离合器。

[0032] 变速恒频装置包括网侧变流器和机侧变流器，网侧变流器与船舶电网连接，机侧

变流器与双馈轴带电机的转子侧连接，网侧变流器和机侧变流器通过两根直流母线连接，

直流母线直接跨接一个直流母线电容。

[0033] 控制器通过一个弱电控制回路连接至定子开关，弱电控制回路包括继电器，继电

器线圈连接控制器，继电器的开关与定子开关的线圈串联。

[0034] 如图2所示，上述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独立推进系统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35] S1、通过控制器控制门极脉冲gr1～gr6闭锁变速恒频装置的机侧变流器，闭合撬棒

开关使双馈轴带电机的转子绕组经撬棒电阻短路，闭合定子开关，在感应电机模式下起动

双馈轴带电机；

[0036] S2、在低速条件下控制第一离合器接排，将双馈轴带电机与螺旋桨连接；

[0037] S3、不断判断双馈轴带电机的转速是否达到正常运行范围，当达到时，通过控制器

断开定子开关与撬棒开关，将双馈轴带电机切换到双馈电机模式；

[0038] S4、通过变速恒频装置中机侧变流器控制轴带电机起励，当双馈轴带电机的定子

电压与船舶电网的电压满足幅值、频率、相位相等的并网条件后，通过闭合定子开关将轴带

双馈电机并入船舶电网；

[0039] S5、通过机侧变流器控制双馈轴带电机调速，实现双馈轴带电机的单机推进运行。

[0040] 本实施例中，以典型的500kW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系统为例，利用MATLAB/

simulink进行了建模与仿真以验证本发明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系统的基本参数如表1所示。

根据图3所示的系统转矩匹配特性，轴带电机可拖动螺旋桨在700r/min～750r/min范围内

运行(如图3中深色区域所示)。当转速超过750r/min后，由于螺旋桨负载转矩超过电机最大

转矩，轴带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0041] 表1  500kW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系统基本参数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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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仿真结果：

[0045] 500kW双馈式船舶混合轴带电机单机起动与独立推进过程的转速仿真曲线如图4

所示，其具体过程为：

[0046] 1)0～1s：在机侧变流器闭锁条件下闭合Ks2投入撬棒装置将转子绕组短路，闭合

Ks1将电机定子并入船舶电网，在感应电机模式下起动轴带电机；

[0047] 2)1～5s：当双馈轴带电机加速到270r/min时，在低速条件下接排离合器1，双馈轴

带电机拖动螺旋桨旋转起来；

[0048] 3)5s～7.8s：5s时，双馈轴带电机转速进入正常运行范围时(转速>700r/min)，断

开Ks1、Ks2将双馈轴带电机恢复为双馈电机模式运行；接下来，通过机侧变流器控制双馈轴

带电机起励，当电机的定子电压与电网电压满足幅值、频率、相位相等的并网条件后，在

5.3s闭合Ks1将双馈轴带电机并入船舶电网，此后，通过机侧变流器控制双馈轴带电机调速

独立推进船舶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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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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