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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

阻电机，包括外壳、励磁绕组、定子铁心、转子铁

心、A相电枢绕组、B相电枢绕组、C相电枢绕组和

轴。定子铁心共有6X个，一个定子铁心的内侧有

两个凸出的定子极，转子铁心上有5.5X个凸出的

转子极,X为偶数，在定子铁心顺时针方向一侧的

定子极上绕有电枢绕组，相邻定子铁心上的电枢

绕组绕向相反，逆时针方向一侧的定子极上绕有

励磁绕组，所有励磁绕组的绕制方向相同，电枢

绕组和励磁绕组都是集中式绕组。本发明一种边

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的定子是由6X个独

立的定子铁心组成，且相邻定子铁心上的电枢绕

组绕向相反，具有高容错运行能力、较高的能量

密度和高温高速运行能力等优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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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由外壳(1)、励磁绕组(2)、定子铁心(3)、转子铁

心(4)、A相电枢绕组(5)、B相电枢绕组(6)、C相电枢绕组(7)和轴(8)组成，其特征在于：

外壳(1)由非导磁材料制成；

呈“n”形的定子铁心(3)的轭部紧贴并固定在外壳(1)的内壁，定子铁心(3)共有6X个，X

为偶数；各个定子铁心(3)之间无接触；定子铁心(3)沿圆周方向均布；

一个定子铁心(3)的内侧有两个凸出的定子极，一个定子铁心(3)上的两个定子极平

行；逆时针方向一侧的第一个定子极上绕有励磁绕组(2)，所有励磁绕组(2)的绕制方向相

同；

所述磁阻电机的转子铁心(4)上均布有5.5X个凸出的转子极，转子极沿圆周均布，转子

极的极弧系数为0.5；

同一个定子铁心(3)上两个定子极的极距等于转子极的极距；

所述定子铁心(3)顺时针方向一侧的第一个定子极上绕有电枢绕组，相邻定子铁心(3)

上的电枢绕组绕向相反，电枢绕组依据相位的不同分为A相电枢绕组(5)、B相电枢绕组(6)、

C相电枢绕组(7)；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2)都是集中式绕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其特征在于：定子极极宽是

转子极极宽的0.6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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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属于特种电机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很多电机驱动与调速领域，对精度要求不十分苛刻，对电机的要求更多的是结

构简单可靠性高，成本低廉易于维护等，因此磁阻型电机成为理想的选择。磁阻型电机转子

由硅钢片叠压而成既无永磁体又无绕组结构，刚性强度高并易于散热冷却，可高速运行，能

够适应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同时，转子的质量相对较轻，能够有效的提高整个系统的响应

速度和鲁棒性。

[0003] 目前，永磁型磁阻电机因其具有高效率，高功率密度等优点而被广泛的使用。但

是，电机对稀土原材料价格过度敏感，而且只有少数国家掌握这些稀土资源，再加上稀土材

料的不可再生性，为可持续性发展，需要研究可以产生高性能，不使用或使用少量永磁体的

电机。因此，新型结构的电励磁型磁阻电机也就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

[0004] 永磁型磁阻电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已经有大量的关于永磁型磁阻电机的

发明创造。已有的相关专利号为：03132474.6的授权发明专利：直接驱动永磁式磁阻电机。

它包括转子铁心、外定子励磁绕组、内定子励磁绕组、内定子铁心、外定子铁心等，由硅钢片

叠成的转子铁心的内、外圆上分别开有齿槽，长条形的永磁体镶嵌在齿槽中，永磁体沿转子

铁心的切线方向充有磁场。该发明使电机的性能体积比和性能重量比大幅提高，具有结构

简单、工作可靠和易于推广实施的优点。

[0005] 在目前公开的技术中，磁阻电机多为开关磁阻电机。在相近的专利中，专利号为

201210576722.2的授权发明专利：一种铸铝转子结构的开关磁阻电机，包括外壳、转轴、定

子铁芯、定子绕组和转子铁芯。该发明铸铝转子结构开关磁阻电机，提高了开关磁阻电机的

功率输出密度、有效材料利用率和功率因数，降低了开关磁阻电机的振动、噪声、重量与成

本，是一种新型的开关磁阻电机。

[0006]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其定子是由6X个独立的定子铁

心组成，每个定子铁心的内侧有两个凸出的定子极，转子铁心上有5.5X个凸出的转子极,X

为偶数，在定子铁心顺时针方向一侧的定子极上绕有电枢绕组，相邻定子铁心上的电枢绕

组绕向相反，逆时针方向一侧的定子极上绕有励磁绕组，所有励磁绕组的绕制方向相同，电

枢绕组和励磁绕组都是集中式绕组。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不仅具有便于调

压、弱磁扩速的优点，而且具有高容错运行能力、较高的能量密度和高温高速运行能力等优

良特性。

[0007] 目前申请人经国内外检索，尚未检索到本发明所涉及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

阻电机的独立定子铁心上采用所有励磁绕组的绕制方向相同、相邻定子铁心上的电枢绕组

绕向相反的结构，并且可以通过调节通过其励磁线圈的电流来控制磁场大小，以适应电机

使用工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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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为实现一种新型结构的电励磁型磁阻电机能够具有高性能、高可靠性以及

高功率密度的优点，提出了一种新型结构的电励磁型磁阻电机。

[0009]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由外壳(1)、励磁绕组(2)、定子铁心(3)、转子

铁心(4)、A相电枢绕组(5)、B相电枢绕组(6)、C相电枢绕组(7)和轴(8)组成，其特征在于：

[0011] 外壳(1)由非导磁材料制成；

[0012] 呈“n”形的定子铁心(3)的轭部紧贴并固定在外壳(1)的内壁，定子铁心(3)共有6X

个，X为偶数；各个定子铁心(3)之间无接触；定子铁心(3)沿圆周方向均布；

[0013] 一个定子铁心(3)的内侧有两个凸出的定子极，一个定子铁心(3)上的两个定子极

平行；

[0014] 逆时针方向一侧的定子极上绕有励磁绕组(2)，所有励磁绕组(2)的绕制方向相

同；

[0015] 所述磁阻电机的转子铁心(4)上均布有5.5X个凸出的转子极，转子极沿圆周均布，

转子极的极弧系数为0.5；

[0016] 同一个定子铁心(3)上两个定子极的极距等于转子极的极距；

[0017] 所述定子铁心(3)顺时针方向一侧的定子极上绕有电枢绕组，相邻定子铁心(3)上

的电枢绕组绕向相反，电枢绕组依据相位的不同分为A相电枢绕组(5)、B相电枢绕组(6)、C

相电枢绕组(7)；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2)都是集中式绕组。

[0018] 如上所述的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其特征在于：定子极极宽是转子

极极宽的0.67倍。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0] ⑴  本发明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具有低成本、高容错运行能力、较高

的能量密度和高温高速运行能力等优良特性；

[0021] ⑵  在本发明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中的转子结构简单，坚固且经济，

由于转子没有绕组和磁钢，因此可在较高转速下运行；

[0022] ⑶  本发明中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都采用集中绕组，可以成型绕制好再嵌入定子

槽，这使得定子装配工艺简单，制造成本低，冷却方便；

[0023] ⑷ 电机的三绕组互相隔离，可以把故障限制在一相内，以减小故障相对其它相造

成负面影响，防止故障传播。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横剖图。其中：1、外壳，2、励磁绕

组，3、定子铁心，4、转子铁心，5、A相电枢绕组，6、B相电枢绕组，7、C相电枢绕组，8、轴。

[0025] 图2是本发明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的24/22极实施例图。其中：1、外

壳，2、励磁绕组，3、定子铁心，4、转子铁心，5、A相电枢绕组，6、B相电枢绕组，7、C相电枢绕

组，8、轴。

[0026] 图3为本发明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嵌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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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4是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创造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横剖图。所示的一种边缘效应互

相抵消的磁阻电机由外壳(1)、励磁绕组(2)、定子铁心(3)、转子铁心(4)、A相电枢绕组(5)、

B相电枢绕组(6)、C相电枢绕组(7)和轴(8)组成；呈“n”形的定子铁心(3)的轭部紧贴并固定

在外壳(1)的内壁，定子铁心(3)共有6X个，X为偶数；各个定子铁心(3)之间无接触；一个定

子铁心(3)的内侧有两个凸出的定子极，一个定子铁心(3)上的两个定子极平行；本发明的

磁阻电机的转子铁心(4)上有5.5X个凸出的转子极，转子极沿圆周均布，转子极的极弧系数

为0.5；定子极极宽是转子极极宽的0.67倍。

[0030] 在本发明中定子铁心(3)顺时针方向一侧的定子极上绕有电枢绕组，相邻定子铁

心(3)上的电枢绕组绕向相反，电枢绕组依据相位的不同分为A相电枢绕组(5)、B相电枢绕

组(6)、C相电枢绕组(7)；在逆时针方向一侧的定子极上绕有励磁绕组(2)，所有励磁绕组

(2)的绕制方向相同；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2)都是集中式绕组。

[0031] 图2是本发明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的24/22极实施例图。如图所示，

在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的24/22极实施例中定子铁心(3)共有12个，每个一个

定子铁心(3)的内侧有两个凸出的定子极，共有24个定子极；转子铁心(4)上有22个凸出的

转子极，转子极沿圆周均布。

[0032] 图3为本发明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嵌线图。如图所示，在一种边缘效

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的12个定子极上交替绕有励磁绕组和电枢绕组；所有励磁绕组的绕

制方向相同；相邻电枢绕组绕向相反，电枢绕组依据相位的不同分为A相电枢绕组、B相电枢

绕组、C相电枢绕组；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2)都是集中式绕组。

[0033] 图4是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示意图。

[0034] 下面对本发明提出的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进行工作原理的说明。

[0035]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磁阻电机是通过绕在定子极上的励磁绕

组产生磁动势。每一个定子铁心顺时针方向一侧的定子极上都绕有电枢绕组，每一个定子

铁心逆时针方向一侧的定子极上都绕有励磁绕组；定子极上的励磁绕组产生磁动势，经过

绕有励磁绕组的定子极，再依次通过气隙、转子极、气隙以及同一定子铁心上绕有电枢绕组

的另一定子极，最后经定子铁心轭部，形成闭合磁路；在电机定子和转子的相对运动中，磁

链是在往复变化，从而能够方便的实现机械能和电能之间的双向转换。

[0036] 边缘效应是指转子极刚刚开始接触定子极即边缘接触时，该定子极上的磁链变换

率大、感应电动势大；而当转子极基本对齐定子极时，该定子极上的磁链变换率小，感应电

动势小。以图1为例说明本申请边缘效应互相抵消的原理：当标注A的绕组边缘接触时，其磁

链变换率大；而此时标注为-A的绕组定转子极基本对齐，其磁链变换率小。由于标注A的绕

组与标注-A的绕组同为一相，且两个绕组通过绕向相反实现了感应电动势的同向，因此两

个绕组共同通电可以抵消边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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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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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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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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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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