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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

电机，包括混合永磁转子、定子、电枢绕组和转

轴，混合永磁转子包括转子铁心，转子铁心的周

向均布有若干双层永磁区，双层永磁区包括U型

混合永磁结构和V型永磁结构，U型混合永磁结构

包括第二高矫顽力和低矫顽力永磁体；V型永磁

结构包括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其设置于U型混

合永磁结构的开口内，U型混合永磁结构和V型永

磁结构的开口朝向定子，低矫顽力永磁体与第二

高矫顽力永磁体呈并联磁路，与第一高矫顽力永

磁体呈串联磁路。本发明结合了并联磁路型与串

联磁路型记忆电机两方面的优势，可实现电机转

矩密度的提高，避免了低矫顽力永磁负载退磁的

问题，并进一步拓宽电机的调速范围和高效率运

行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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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混合永磁转子、定子、电枢绕组

和转轴，所述电枢绕组设置在定子上，所述定子设置在混合永磁转子外部，所述混合永磁转

子包括转子铁心，所述转子铁心设置于所述转轴外部，所述转子铁心的周向均布有若干双

层永磁区，所述双层永磁区包括U型混合永磁结构和V型永磁结构，所述U型混合永磁结构中

由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构成U型的两侧，由低矫顽力永磁体构成U型的底部，所述第二高矫

顽力永磁体与低矫顽力永磁体构成并联型磁路，所述U型混合永磁结构的开口朝向所述定

子，所述V型永磁结构设置于所述U型混合永磁结构的开口内，所述V型永磁结构由第一高矫

顽力永磁体构成所述V型的两侧，所述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与低矫顽力永磁体构成串联型

磁路，所述V型永磁结构的开口朝向所述定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其特征在于，相邻的所述双层永

磁区之间的转子铁心与所述定子之间设有第一空气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永磁区内

相邻的所述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和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之间设有第二空气隙，所述第二空

气隙由所述U型的底部向所述定子延伸。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永磁区内

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和低矫顽力永磁体之间设有第三空气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永磁区内

所述低矫顽力永磁体设有两个，相邻的所述低矫顽力永磁体之间设有第四空气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U型混合永磁

结构和V型永磁结构具有同一对称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高矫顽力

永磁体和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的充磁方向均为转子铁心圆周的切向，所述低矫顽力永磁体

的充磁方向为转子铁心圆周的径向，U型混合永磁结构的两侧的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的充

磁方向相反，V型永磁结构的两侧的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的充磁方向相反，双层永磁区内相

邻的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和第一高矫顽力的充磁方向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其特征在于，相邻所述双层永磁

区之间相邻的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的充磁方向相同。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永磁区设

有偶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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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永磁记忆电机，特别是涉及一种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属

于电机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永磁同步电机(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achine，PMSM)由于采用较高磁

能积的传统稀土永磁材料(如高矫顽力)具有高功率密度、高效率、运行可靠和强过载能力

等优势，是电机学科的重要发展方向。得益于稀土永磁材料及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PMSM在

中小功率领域大量取代电励磁电机，进而在航空航天、国防、工农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的各

个领域得到了大规模应用。

[0003] 普通永磁同步电机(PMSM)由于普通永磁材料(如高矫顽力)的固有特性，电机内的

气隙磁场基本保持恒定，作为电动运行时调速范围十分有限，在诸如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

宽调速直驱场合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故以实现永磁电机气隙磁场的有效调节为目标的可

调磁通永磁电机一直是电机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永磁记忆电机(以下简称“记忆电机”)

是一种新型磁通可控型永磁电机，它采用低矫顽力永磁体，通过定子绕组或者直流脉冲绕

组产生周向磁场，从而改变永磁体磁化强度，对气隙磁场进行调节，同时永磁体具有磁密水

平能够被记忆的特点。

[0004] 传统的记忆电机由克罗地亚裔德国电机学者奥斯托维奇(Ostovic)教授在2001年

提出。这种拓扑结构的记忆电机由写极式电机发展而来，转子由低矫顽力永磁体、非磁性夹

层和转子铁心共同组成三明治结构。这种特殊结构能够随时实现对永磁体进行在线反复不

可逆充去磁，同时减小交轴电枢反应对气隙磁场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交流调磁型

混合永磁记忆电机上，即将高矫顽力和低矫顽力永磁共同置于转子上，定子绕组兼具功率

控制和调磁两种功能。研究表明，单一永磁型的转矩密度可达到传统表贴式永磁电机的水

平，因此较适于电动汽车这种对于动力要求较高的应用场合；但混合永磁记忆电机目前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并联磁路型电枢反应易引起低矫顽力永磁意外去磁；而串联型充磁磁动

势需通过两种永磁体，增大了所需满磁化电流以及逆变器的容量，且调磁范围较窄。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解决

现有交流调磁型记忆电机中，需要降低磁化电流需求，控制功率变换器成本，负载运行下低

矫顽力永磁的交叉去磁严重的问题。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包括混合永磁转子、定

子、电枢绕组和转轴，所述电枢绕组设置在定子上，所述定子设置在混合永磁转子外部，所

述混合永磁转子包括转子铁心，所述转子铁心设置于所述转轴外部，所述转子铁心的周向

均布有若干双层永磁区，所述双层永磁区包括U型混合永磁结构和V型永磁结构，所述U型混

合永磁结构中由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构成U型的两侧，由低矫顽力永磁体构成U型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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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与低矫顽力永磁体构成并联型磁路，所述U型混合永磁结构的开

口朝向所述定子，所述V型永磁结构设置于所述U型混合永磁结构的开口内，所述V型永磁结

构由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构成所述V型的两侧，所述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与低矫顽力永磁

体构成串联型磁路，所述V型永磁结构的开口朝向所述定子。

[0007] 进一步的，相邻的所述双层永磁区之间的转子铁心与所述定子之间设有第一空气

隙。

[0008] 进一步的，双层永磁区内相邻的所述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和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

之间设有第二空气隙，所述第二空气隙由所述U型的底部向所述定子延伸。

[0009] 进一步的，双层永磁区内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和低矫顽力永磁体之间设有第三空

气隙。

[0010] 进一步的，同一双层永磁区内所述低矫顽力永磁体设有两个，相邻的所述低矫顽

力永磁体之间设有第四空气隙。

[0011] 进一步的，所述U型混合永磁结构和V型永磁结构具有同一对称轴。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和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的充磁方向均为转子

铁心圆周的切向，所述低矫顽力永磁体的充磁方向为转子铁心圆周的径向，U型混合永磁结

构的两侧的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的充磁方向相反，V型永磁结构的两侧的第一高矫顽力永

磁体的充磁方向相反，双层永磁区内相邻的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和第一高矫顽力的充磁方

向相同。

[0013] 进一步的，相邻所述双层永磁区之间相邻的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的充磁方向相

同。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双层永磁区设有偶数个。

[0015] 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的优点在于：

[0016] 1、转子复合磁路采用双层结构，“V”型高矫顽力永磁两侧可提供充去磁旁路，解决

了传统串联型由于脉冲调磁磁场通过两种永磁体，调磁效率低以及气隙磁场调节范围不宽

等问题；

[0017] 2、串联磁路可使得低矫顽力永磁负载运行下工作点稳定，可进一步提高电机转矩

密度；

[0018] 3、并联磁路可保证弱磁时，永磁磁场大部分在转子内部短路，显著提升调磁能力；

[0019] 4、利用短时脉冲电流进行调磁，几乎无励磁铜耗，且低矫顽力永磁可在线反复充

去磁。

[0020] 5、驱动调磁控制策略仍可以借鉴传统矢量控制技术，控制器简单，易于实现。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电机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增磁运行下的空载磁场分布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弱磁运行下的空载磁场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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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同形

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0025] 请结合图1至图3所示，本实施例所涉及的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包括定子

1、电枢绕组4、混合永磁转子2和非导磁转轴3。定子设置在混合永磁转子外部，定子包括定

子铁心齿1.1、定子轭1.2和设在定子铁心齿上的电枢绕组4，定子铁心齿1.1设置在定子轭

1.2与混合永磁转子2之间，相邻的定子铁心齿1.1间形成空腔1.3，用于放置缠绕在定子铁

心齿1.1上的三相电枢绕组4。

[0026] 混合永磁转子2包括转子铁心2.1，转子铁心2.1设置于非导磁转轴3外部，转子铁

心2.1的周向均布有若干偶数个双层永磁区。相邻的双层永磁区之间的转子铁心2.1与定子

1之间设有第一空气隙5。

[0027] 双层永磁区包括U型混合永磁结构和V型永磁结构。U型混合永磁结构和V型永磁结

构具有同一对称轴。V型永磁结构由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2.2构成，U型混合永磁结构由低矫

顽力永磁体2.4和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2.3构成。

[0028] U型混合永磁结构的开口朝向定子1，U型混合永磁结构中由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

2.3构成U型的两侧，由低矫顽力永磁体2.4构成U型的底部，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2.3和低矫

顽力永磁体2.4之间设有第三空气隙6，相邻的低矫顽力永磁体2.4之间设有第四空气隙7。

低矫顽力永磁体2.4可双向充磁从而实现气隙磁场的灵活在线调节，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

2.3与低矫顽力永磁体2.4在磁路上呈并联关系。

[0029] V型永磁结构的开口朝向定子1，V型永磁结构设置于U型混合永磁结构的开口内，V

型永磁结构由两个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2.2构成V型的两侧。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2.2与低

矫顽力永磁体2.4形成串联型磁路，起到稳定低矫顽力永磁体2.4工作点的作用。双层永磁

区内相邻的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2.3和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2.2之间设有第二空气隙2.5，

第二空气隙2.5由U型的底部向定子1延伸。

[0030] 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2.2和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2.3的充磁方向均为转子铁心2.1

圆周的切向，低矫顽力永磁体2.4的充磁方向为转子铁心圆周的径向。U型混合永磁结构的

两侧的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2.3的充磁方向相反，V型永磁结构的两侧的第一高矫顽力永磁

体2.2的充磁方向相反。双层永磁区内相邻的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2.3和第一高矫顽力2.2

的充磁方向相同。相邻的双层永磁区的相邻的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2.3的充磁方向相同。

[0031] 本发明公开的双层永磁复合磁路记忆电机的运行原理如下：

[0032] 永磁磁通首先从V型永磁结构的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2.2的北极出发，一部分磁通

穿过转子铁心2.1，经过气隙，到达定子1.1铁心齿，再穿过定子轭1.2，以相同的路径回到第

一高矫顽力永磁体2.2的南极，然后再穿过低矫顽力永磁体2.4，实现负载稳磁作用；而另一

部分磁通经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2.3，实现磁场回路。考虑低矫顽力永磁体2.4此时的磁化

方向，若低矫顽力永磁体2.4沿径向与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2.3磁化方向相同，此时低矫顽

力永磁体2.4处于增磁状态，三块永磁体磁通叠加后同方向流动；若低矫顽力永磁体2.4沿

径向与第二高矫顽力永磁体2.3磁化方向相反，此时低矫顽力永磁体2.4处于弱磁状态，其

大部分磁通将与第一高矫顽力永磁体2.2的磁通在转子2内部短路。与此同时，电机电枢绕

组4通入与转子2转速一致的三相交流电流，定转子形成的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从而实现机

电能量转换。所增加的各个空气隙结构可以减弱高矫顽力永磁体对低矫顽力永磁体的交叉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194078 A

5



耦合去磁效应，稳定低矫顽力永磁体的工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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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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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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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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