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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高三级式同步电机转子

初始位置检测精度的方法，给三级式同步电机的

主发电机励磁绕组施加励磁电压，采集三相电流

响应曲线的最大值，检测id '响应数据点最大值

所处的位置，将其作为d轴正方向所处的位置；对

id '进行平移，采用三阶傅里叶拟合平移后的id”

数据点，检测出id”数据点最大值所处的位置Y°；

则d轴正方向与定子a相之间相差的电角度为Y°-

X°，根据初始角为使永磁体的d轴与定子绕组a相

轴线对齐而旋转的电角度得知转子的初始位置。

优越性：解决了零位附近定位不准的问题。将id'

响应数据点最大值所处的位置平移到最佳拟合

精度处，能显著提高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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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三级式同步电机转子初始位置检测精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步骤1：给三级式同步电机的主发电机励磁绕组施加励磁电压；

步骤2：以定子的a相为起点，设置每隔5°电角度施加幅值恒定的电压脉冲矢量，电压脉

冲矢量的幅值为18.4V，一共施加360°电角度，一个检测周期内共有72个数据点；

步骤3：采集三相电流响应曲线的最大值：将所施加的电压脉冲矢量u的方向定义为d'

轴正方向，将电流数据从三相静止坐标系变换到两相旋转d'q'坐标系，得到d'轴电流响应

值id'；

步骤4：检测id'响应数据点最大值所处的位置，将其作为d轴正方向所处的位置；

步骤5：将180°定为平移后数据点最大值所处的位置，确定所需的平移量X°，根据所需

的平移量对id'进行平移，得到id″；

步骤6：采用三阶傅里叶拟合上一步骤中得到的id″数据点，检测出id″数据点最大值所

处的位置Y°；

步骤7：则d轴正方向与定子a相之间相差的电角度为Y°-X°，根据初始角为使永磁体的d

轴与定子绕组a相轴线对齐而旋转的电角度得知转子的初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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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三级式同步电机转子初始位置检测精度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同步电机控制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提高三级式同步电机转子初始位置

检测精度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三级式同步电机矢量控制的实现离不开一项很重要的技术，那就是对于转子位置

的实时检测。只有精准地检测出转子的位置，才能够施加正确的电压矢量实现矢量控制。如

果转子位置检测得不够准确，很可能会导致系统施加错误的电压矢量，使电机输出转矩下

降，甚至可能会导致电机转子反转。

[0003] 由于旋转变压器在安装时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安装误差，此安装误差会导致旋转变

压器检测出的转子位置与真实位置存在偏差，继而导致矢量控制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在安

装好旋转变压器之后，应该设法检测出真实的转子位置，得到安装误差，将此安装误差输入

到控制器中，就可以利用旋转变压器实时地得到正确的转子位置。

[0004] 目前同步电机转子初始位置的检测方法大致上可分为以下两类：

[0005] (1)预定位法。通过施加特定角度的电压矢量，使同步电机转子的d轴正方向旋转

至同步电机定子的A轴，从而确定电机转子的初始位置。采用该方法时，需要让电机的负载

为轻载或者空载才能保证转子检测精度。而且采用该方法定位时，电机的转子位置可能会

发生变动。在某些场合，同步电机转子端的负载始终较大，并且不允许反转，此时上述方法

就无法满足要求。

[0006] (2)利用同步电机的凸极特性。利用三级式同步电机主发电机的凸极特性，使用脉

冲电压注入法获取360°电角度范围内的三相电流响应值，并对电流数据进行坐标变换处

理，最后使用傅里叶级数拟合变换之后得到的响应电流曲线，从而有效地滤除励磁电流脉

动的干扰，提高转子初始位置检测的精度。但是当转子初始位置处于定子的a相附近时，由

于d轴正方向附近的数据点过少，在此利用傅里叶拟合得到的拟合曲线无法很好地反映出

数据点的变化规律，傅里叶拟合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故转子初始位置检测的精度较差。所以

要想提高该检测方法的可靠性，需要对傅里叶拟合的算法加以改进。

发明内容

[0007]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8] 为了避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出一种提高三级式同步电机转子初始位

置检测精度的方法。

[0009] 技术方案

[0010] 一种提高三级式同步电机转子初始位置检测精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0011] 步骤1：给三级式同步电机的主发电机励磁绕组施加励磁电压；

[0012] 步骤2：以定子的a相为起点，设置每隔5°电角度施加幅值恒定的电压矢量脉冲。电

压脉冲矢量的幅值为18.4V，一共施加360°电角度，一个检测周期内共有72个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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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3：采集三相电流响应曲线的最大值：将所施加的脉冲电压矢量u的方向定义

为d'轴正方向，将电流数据从三相静止坐标系变换到两相旋转d'q'坐标系，得到d'轴电流

响应值id'；

[0014] 步骤4：检测id'响应数据点最大值所处的位置，将其作为d轴正方向所处的位置；

[0015] 步骤5：将180°定为平移后数据点最大值所处的位置，确定所需的平移量X°，根据

所需的平移量对id'进行平移，得到id”；

[0016] 步骤6：采用三阶傅里叶拟合上一步骤中得到的id”数据点，检测出id”数据点最大

值所处的位置Y°；

[0017] 步骤7：则d轴正方向与定子a相之间相差的电角度为Y°-X°，根据初始角为使永磁

体的d轴与定子绕组a相轴线对齐而旋转的电角度得知转子的初始位置。

[0018] 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提高三级式同步电机转子初始位置检测精度的方法，通过对现

有傅里叶拟合算法进行改进，解决三级式同步电机在零位附近定位不准的问题，从而提高

转子初始位置检测方法的可靠性。

[0020] 优越性：

[0021] (1)解决了零位附近定位不准的问题。

[0022] (2)将id'响应数据点最大值所处的位置平移到最佳拟合精度处，能显著提高定位

精度。

附图说明

[0023] 图1：采用三阶傅里叶拟合后的id'响应曲线

[0024] 图2：平移前id'响应曲线

[0025] 图3：平移后id'响应曲线

[0026] 图4：定子三相电流响应曲线

[0027] 图5：定位误差与平移后d轴正方向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图

[0028] 图6：采用三阶傅里叶拟合平移到180°处的数据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现结合实施例、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0] (1)给三级式同步电机的主发电机励磁绕组施加励磁电压；

[0031] (2)以定子的a相为起点，设置每隔5°电角度施加幅值恒定的电压矢量脉冲。电压

脉冲矢量的幅值为18.4V，一共施加360°电角度，则一个检测周期内共有72个数据点。

[0032] 如果每隔5°电角度施加电压脉冲矢量，一共施加360°电角度，则一个检测周期内

共有72个数据点，精度已经能满足要求。若再增加数据点的个数，精度的提升并不是很明

显，但定位过程所需的时间会成比例地增加，所以每隔5°电角度施加电压脉冲矢量较为合

适。电压脉冲矢量的幅值要求在每一次施加时保持一致，采用的18.4V，效果较好。

[0033] (3)采集三相电流响应曲线的最大值，如图1所示。将所施加的脉冲电压矢量u的方

向定义为d'轴正方向，将电流数据从三相静止坐标系变换到d'q '坐标系(两相旋转坐标

系)，得到d'轴电流响应值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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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4)检测id '响应数据点最大值所处的位置，将其近似地作为d轴正方向所处的位

置。

[0035] (5)当转子初始位置在0°附近时，若想将d轴正方向平移到90°处，可将θ＝270°～

360°范围内的点往左平移360°，然后整体往右平移90°，如图2与图3所示。将d轴正方向平移

到90°处虽然能提高精度，但精度不一定最高。所以应探究将d轴正方向平移到何处时傅里

叶拟合的精度达到最高。以图5中的实验数据为例，采用三阶傅里叶拟合的定位误差与平移

后d轴正方向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如图6所示。从图6中可以看出，将d轴正方向平移到180°

附近时定位误差最小。故应将180°定为平移后数据点最大值所处的位置，从而确定所需的

平移量X°。根据所需的平移量将步骤(3)中的id'电流数据进行平移，得到id”。

[0036] 将d轴正方向平移到90°处虽然能提高精度，但精度不一定最高。所以应探究将d轴

正方向平移到何处时傅里叶拟合的精度达到最高。然后我们通过试验发现将d轴正方向平

移到180°处拟合的精度最高，所以以后平移时应该将d轴正方向平移到180°处。

[0037] id '响应曲线的横坐标是脉冲电压矢量与定子a相之间的夹角，纵坐标是在该角度

下施加脉冲电压矢量所得到的id '响应值。id '响应曲线最大值所处的位置就是d轴正方向，

也就是d轴正方向与定子a相之间相差的电角度值。平移操作其实就是对id '响应曲线的横

坐标进行了变换处理，将d轴正方向平移到180°处，使d轴正方向的左右两边都有较多的数

据点，这能提高傅里叶拟合的精度与可靠性。本步骤中得到的id '就是下一步骤中“平移后

的id'”。为了加以区分，在正文中将“平移后的id'”命名为id”；

[0038] (6)采用三阶傅里叶拟合id”响应数据点，检测出数据点最大值所处的位置Y°。

[0039] (7)平移前d轴正方向所处的位置即为Y°-X°。根据初始角为使永磁体的d轴与定子

绕组a相轴线对齐而旋转的电角度得知转子的初始位置。

[0040] id '响应曲线的横坐标是脉冲电压矢量与定子a相之间的夹角，纵坐标是在该角度

下施加脉冲电压矢量所得到的id '响应值。id '响应曲线最大值所处的位置就是d轴正方向，

检测出该值，也就检测出了d轴正方向与定子a相之间相差的电角度值，从而也就知道了转

子的初始位置。举个例子，假设d轴正方向处于30°附近，我们将d轴正方向往右平移到180°

附近，得到id”，平移量为150°。拟合id”响应曲线，发现其最大值所处的位置为181.3°，但因

为我们将d轴正方向往右平移了150°，所以d轴正方向实际所处的位置为181 .3°-150°＝

31.3°。也就是说，d轴正方向与定子a相之间相差31.3°电角度，从而也就知道了转子的初始

位置。

[0041] 在图1的例子中，原始的定位误差为8.4°，而采用平移算法时的定位误差为0.6°。

在图5的例子中，原始的定位误差为1°，而采用平移算法时的定位误差为0.5°，这充分证明

了平移算法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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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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