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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

永磁游标电机，包括输出轴、外转子和内定子，所

述外转子与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内定子与输出

轴旋转连接；所述外转子由T型永磁体与转子铁

芯组成，所述内定子上还设有电枢绕组，所述电

枢绕组的外端还设有Halbach阵列永磁体；所述

外转子和内定子设置在由前端盖和后端盖形成

的空间内，所述内定子与后端盖固定连接，所述

前端盖与输出轴旋转连接，所述前端盖与后端盖

上设有通风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其具有噪声

小，永磁体利用率高，制造成本低，运行平稳，效

率高的特点；其对交替极永磁电机进行了改进，

能广泛应用于各种低速直驱的场合中，解决了目

前交替极永磁电机应用范围窄，局限性大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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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其特征在于：包括输出轴(12)、外转子

(6)和内定子(4)，所述外转子(6)与输出轴(12)固定连接，所述内定子(4)与输出轴(12)旋

转连接；

所述外转子(6)由T型永磁体(1)与转子铁芯(2)组成，所述内定子(4)上还设有电枢绕

组(5)，所述电枢绕组(5)的外端还设有Halbach阵列永磁体(3)；

所述外转子(6)和内定子(4)设置在由前端盖(9)和后端盖(7)形成的空间内，所述内定

子(4)与后端盖(7)固定连接，所述前端盖(9)与输出轴(12)旋转连接，所述前端盖(9)与后

端盖(7)上设有通风孔(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其特征在于：所

述T型永磁体(1)与转子铁芯(2)设有多块，所述永磁体(1)的充磁方向皆为沿径向指向圆心

方向，所述转子铁芯(2)与所述T型永磁体(1)交替排列布置，所述转子铁芯(2)的径向厚度

与所述T型永磁体(1)的径向最厚处厚度相等。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其特征在于：所

述内定子(4)上设有多个定子槽(4.1)，所述内定子(4)的定子槽(4.1)为平行齿梯形槽，所

述电枢绕组(5)为多个三相绕组，所述多个电枢绕组(5)分别绕在各个定子槽(4.1)上，所述

Halbach阵列永磁体(3)有多块，所述多块Halbach阵列永磁体(3)设置在各个定子槽(4.1)

中固定，所述Halbach阵列永磁体(3)由三块小永磁体组成，其中两块永磁体充磁方向为沿

周向向内，另一块永磁体充磁方向为沿径向向外。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其特征在于：所

述外转子(6)与输出轴(12)之间通过外转子支撑件(10)固定连接，所述内定子(4)与后端盖

(7)之间通过内定子支撑件(8)固定连接，所述内定子支撑件(8)通过连接轴承(13)与输出

轴(1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其特征在于：所

述前端盖(9)通过连接轴承(11)套接在输出轴(12)上。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铁芯(2)的宽度为θc、径向厚度为lc，所述T型永磁体(1)的周向总宽度

为θa，凸台宽度为θb，台阶处厚度为lp，凸台处厚度为lc-lp，设参数α为T型永磁体(1)上凸台

所占宽度比，则α＝θb/θa，所述α的值为0.25～0.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其特征在于：设

参数β为所述T型永磁体(1)上凸台所占厚度比，则β＝(lc-lp)/lc，所述β的值为0.25～0.7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其特征在于：设

参数γ为所述T型永磁体(1)的极弧系数，则γ＝θa/(θa+θc)，所述γ的值为0.5～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其特征在于：所

述Halbach阵列永磁体(3)两侧永磁体所占宽度为θp，中间永磁体所占宽度为θq，设参数δ为

两边永磁体分别所占宽度比值，即δ＝θp/(2θp+θq)，所述δ的值为0.15～0.35。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其特征在于：所

述NS为内定子(4)的调制齿个数，Pr1为外转子(6)上的T型永磁体(1)个数，Pr2为电枢绕组(5)

的极对数，所述NS、Pr1、Pr2满足如下关系式：NS＝Pr1+P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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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永磁游标电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

游标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对高性能永磁材料研究的不断深入，永磁电机近些年来发展迅速。交替极永

磁电机最常用于磁悬浮领域，用来减小电机转矩与悬浮性能之间的耦合效应，同时其永磁

体为同极性排列，以相邻铁芯代替另一极永磁体，减少永磁体用量，节约成本，简化工艺。然

而寻常的交替极永磁电机永磁体利用率不高，且应用范围较窄，局限性较大。近年来有学者

提出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来提高交替极永磁电机永磁体利用率。但是这种电机采用了爪

极式定子齿作为调制极，其部分磁路会提前闭合，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机效率，但并不能

对永磁体利用率有实质性的提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针对现有装置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

磁游标电机，其采用平行定子齿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具有噪声小，永磁体利用率高，制

造成本低，运行平稳，效率高的特点。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包

括输出轴、外转子和内定子，所述外转子与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内定子与输出轴旋转连

接；

[0005] 所述外转子由T型永磁体与转子铁芯组成，所述内定子上还设有电枢绕组，所述电

枢绕组的外端还设有Halbach阵列永磁体；

[0006] 所述外转子和内定子设置在由前端盖和后端盖形成的空间内，所述内定子与后端

盖固定连接，所述前端盖与输出轴旋转连接，所述前端盖与后端盖上设有通风孔。

[0007] 进一步地，所述T型永磁体与转子铁芯设有多块，所述永磁体的充磁方向皆为沿径

向指向圆心方向，所述转子铁芯与所述T型永磁体交替排列布置，所述转子铁芯的径向厚度

与所述T型永磁体的径向最厚处厚度相等。

[0008] 更进一步地，所述内定子上设有多个定子槽，所述内定子的定子槽为平行齿梯形

槽，所述电枢绕组为多个三相绕组，所述多个电枢绕组分别绕在各个定子槽上，所述

Halbach阵列永磁体有多块，所述多块Halbach阵列永磁体设置在各个定子槽中固定，所述

Halbach阵列永磁体由三块小永磁体组成，其中两块永磁体充磁方向为沿周向向内，另一块

永磁体充磁方向为沿径向向外。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外转子与输出轴之间通过外转子支撑件固定连接，所述内定子与

后端盖之间通过内定子支撑件固定连接，所述内定子支撑件通过连接轴承与输出轴连接。

[0010] 更进一步地，所述前端盖通过连接轴承套接在输出轴上。

[0011] 作为优选项，所述转子铁芯的宽度为θc、径向厚度为lc，所述T型永磁体的周向总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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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θa，凸台宽度为θb，台阶处厚度为lp，凸台处厚度为lc-lp，设参数α为T型永磁体上凸台所

占宽度比，则α＝θb/θa，所述α的值为0.25～0.5。

[0012] 作为优选项，设参数β为所述T型永磁体上凸台所占厚度比，则β＝(lc-lp)/lc，所述

β的值为0.25～0.75。

[0013] 作为优选项，设参数γ为所述T型永磁体的极弧系数，则γ＝θa/(θa+θc)，所述γ的

值为0.5～1。

[0014] 作为优选项，所述Halbach阵列永磁体两侧永磁体所占宽度为θp，中间永磁体所占

宽度为θq，设参数δ为两边永磁体分别所占宽度比值，即δ＝θp/(2θp+θq)，所述δ的值为0.15

～0.35。

[0015] 作为优选项，所述NS为内定子的调制齿个数，Pr1为外转子上的T型永磁体个数，Pr2

为电枢绕组的极对数，所述NS、Pr1、Pr2满足如下关系式：NS＝Pr1+Pr2。

[0016]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7] 1、其具有噪声小，永磁体利用率高，制造成本低，运行平稳，效率高的特点；

[0018] 2、其采用T型永磁体作为外转子永磁体，在实现聚磁的同时减小电机谐波，增大电

机输出性能的同时提高电机稳定性；

[0019] 3、其外转子永磁体为交替极永磁体，即永磁体同极性排列，省掉另一极永磁体，节

省了永磁体用量，降低制造成本；

[0020] 4、其内定子上安装Halbach阵列永磁体来增加气隙一侧磁密，大幅提高电机气隙

磁密，增大电机输出性能；

[0021] 5、其满足游标效应，以平行定子齿作为调制极进行调磁，实现了低速大转矩的功

能；

[0022] 6、其对交替极永磁电机进行了改进，能广泛应用于各种低速直驱的场合中，解决

了目前交替极永磁电机应用范围窄，局限性大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内定子与外转子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T型永磁体的安装示意图；

[0026] 图4为Halbach阵列永磁体的安装示意图；

[0027] 图5为实施例的磁力线仿真示意图；

[0028] 图6为实施例的空载反电动势仿真图；

[0029] 图7为实施例的空载反电动势傅里叶分解图。

[0030] 图中：T型永磁体1、转子铁芯2、Halbach阵列永磁体3、内定子4(其中：定子槽4.1)、

电枢绕组5、外转子6、后端盖7、内定子支撑件8、前端盖9、外转子支撑件10、连接轴承11、输

出轴12、连接轴承13、通风孔14。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2] 如图1～4，一种基于T型永磁体的交替极永磁游标电机，包括输出轴12、外转子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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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定子4，所述外转子6与输出轴12固定连接，所述内定子4与输出轴12旋转连接；所述外转

子6由T型永磁体1与转子铁芯2组成，所述内定子4上还设有电枢绕组5，所述电枢绕组5的外

端还设有Halbach阵列永磁体3；所述外转子6和内定子4设置在由前端盖9和后端盖7形成的

空间内，所述内定子4与后端盖7固定连接，所述前端盖9与输出轴12旋转连接，所述前端盖9

与后端盖7上设有通风孔14。

[0033] 所述T型永磁体1与转子铁芯2设有多块，所述永磁体1的充磁方向皆为沿径向指向

圆心方向，所述转子铁芯2与所述T型永磁体1交替排列布置，所述转子铁芯2的径向厚度与

所述T型永磁体1的径向最厚处厚度相等。所述内定子4上设有多个定子槽4.1，所述内定子4

的定子槽4.1为平行齿梯形槽，所述电枢绕组5为多个三相绕组，所述多个电枢绕组5分别绕

在各个定子槽4.1上，所述Halbach阵列永磁体3有多块，所述多块Halbach阵列永磁体3设置

在各个定子槽4.1中固定，所述Halbach阵列永磁体3由三块小永磁体组成，其中两块永磁体

充磁方向为沿周向向内，另一块永磁体充磁方向为沿径向向外。所述外转子6与输出轴12之

间通过外转子支撑件10固定连接，所述内定子4与后端盖7之间通过内定子支撑件8固定连

接，所述内定子支撑件8通过连接轴承13与输出轴12连接。所述前端盖9通过连接轴承11套

接在输出轴12上。

[0034] 本实施例中，所述T型永磁体1与转子铁芯2均设有5块，所述内定子4上设有9个定

子槽4.1，所述电枢绕组5为9个三相绕组，所述Halbach阵列永磁体3有9块；

[0035] 所述转子铁芯2的宽度为θc、径向厚度为lc，所述T型永磁体1的周向总宽度为θa，凸

台宽度为θb，台阶处厚度为lp，凸台处厚度为lc-lp，设参数α为T型永磁体1上凸台所占宽度

比，则α＝θb/θa，所述α的值为 设参数β为所述T型永磁体1上凸台所占厚度比，则β＝(lc-

lp)/lc，所述β的值为0.5。设参数γ为所述T型永磁体1的极弧系数，则γ＝θa/(θa+θc)，所述

γ的值为0.75。所述Halbach阵列永磁体3两侧永磁体所占宽度为θp，中间永磁体所占宽度

为θq，设参数δ为两边永磁体分别所占宽度比值，即δ＝θp/(2θp+θq)，所述δ的值为0.25。所述

NS为内定子4的调制齿个数，Pr1为外转子6上的T型永磁体1个数，Pr2为电枢绕组5的极对数，

所述NS、Pr1、Pr2满足如下关系式：NS＝Pr1+Pr2。

[0036] 如图5～7，分别为本实施例的磁力线仿真示意图、空载反电动势仿真图、空载反电

动势傅里叶分解图，本发明在实际使用时：

[0037] 外转子6与内定子4间隔有气隙，改变气隙长度电机性能会发生变化，气息长度范

围在0.5mm-2mm之间，本实施例中气隙为1mm。前端盖9与后端盖7通过螺栓固连，将电机进行

封装。

[0038] 转子铁芯2的宽度为θc、径向厚度为lc，T型永磁体1的周向总宽度为θa，凸台宽度为

θb，台阶处厚度为lp，凸台处厚度为lc-lp，设参数α为T型永磁体1上凸台所占宽度比，则α＝

θb/θa，α的值为 设参数β为T型永磁体1上凸台所占厚度比，则β＝(lc-lp)/lc，β的值为

0.5。设参数γ为T型永磁体1的极弧系数，则γ＝θa/(θa+θc)，γ的值为0.75。Halbach阵列永

磁体3两侧永磁体所占宽度为θp，中间永磁体所占宽度为θq，设参数δ为两边永磁体分别所占

宽度比值，即δ＝θp/(2θp+θq)，δ的值为0.25。NS为内定子4的调制齿个数，Pr1为外转子6上的T

型永磁体1个数，Pr2为电枢绕组5的极对数，NS、Pr1、Pr2满足如下关系式：NS＝Pr1+Pr2。

[0039] 参数α、β反应电机永磁体形状变化，参数γ影响电机输出性能，改变参数α、β和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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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性能会有很大变化，本实施例中α、β和γ分别为1/3、0 .5、0 .75。改变参数δ可改变

Halbach阵列永磁体3所增加的气隙磁密值。

[0040] 最后，应当指出，以上实施例仅是本发明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显然，本发明不限于

上述实施例，还可以有许多变形。凡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

修改、等同变化及修饰，均应认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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