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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

电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

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包括由外向内同心设置的外

定子、杯型磁阻转子和内定子；所述外定子包括

外定子轭、外定子齿和外功率绕组，外定子齿间

的空隙形成外定子槽，外功率绕组嵌入在外定子

槽内，外定子齿设置在外定子轭内侧；所述内定

子包括内定子轭、内定子齿和内功率绕组，内定

子齿间的空隙形成内定子槽，内功率绕组嵌入在

内定子槽内，内定子轭设置在内定子齿内侧；所

述杯型磁阻转子包括沿圆周均匀交错布置的导

磁块和非导磁块；在外定子槽内或内定子槽内还

嵌入有控制绕组。该发电机具有三个电气端口，

与当前的具有两个电气端口的磁场调制类无刷

双馈发电机相比，具有功率密度高、可靠性高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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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由外向内同心设

置的外定子(1)、杯型磁阻转子(3)和内定子(5)，外定子(1)和杯型磁阻转子(3)之间形成外

气隙(2)，杯型磁阻转子(3)和内定子(5)之间形成内气隙(4)；

所述外定子(1)包括外定子轭(6)、外定子齿(7)和外功率绕组(8)，外定子齿(7)间的空

隙形成外定子槽，外功率绕组(8)嵌入在外定子槽内，外定子齿(7)设置在外定子轭(6)内

侧；

所述内定子(5)包括内定子轭(10)、内定子齿(11)和内功率绕组(12)，内定子齿(11)间

的空隙形成内定子槽，内功率绕组(12)嵌入在内定子槽内，内定子轭(10)设置在内定子齿

(11)内侧；

所述杯型磁阻转子(3)包括沿圆周均匀交错布置的导磁块(13)和非导磁块(14)；

在外定子槽内或内定子槽内还嵌入有控制绕组(9)；

所述外功率绕组(8)的极对数为popw，内功率绕组(12)的极对数为pipw，控制绕组(9)的

极对数为pcw，导磁块(13)的个数为pr；当控制绕组嵌入外定子槽内时，四个参数满足|popw-

pcw|＝pr，pipw+pcw＝pr；当控制绕组嵌入内定子槽内时，四个参数满足popw+pcw＝pr，|pipw-pcw|

＝pr。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popw

≠pipw≠pcw。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功率绕组(8)和控制绕组(9)之间通过杯型磁阻转子(3)的调制作用实现耦合，内功

率绕组(12)和控制绕组(9)之间通过杯型磁阻转子(3)的调制作用实现耦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功率绕组(8)、控制绕组(9)和内功率绕组(12)均采用分布式绕组结构或均采用集中

式绕组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

一套功率绕组输出恒压恒频的电能，直接与电网连接；另一套功率绕组输出变压变频的电

能，通过变频器与电网连接；控制绕组(9)通过变频器与电网连接，同时对两套功率绕组进

行控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两套

变频器的容量均为该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总容量的一部分，其容量与各自连接的绕

组容量相当。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

该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的总功率为三套绕组的功率之和。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磁块(13)由硅钢片轴向或纵向叠压而成。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定子(1)、杯型磁阻转子(3)和内定子(5)均采用分块组装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定子(1)和内定子(5)均为凸极结构或隐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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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可应用于风力发电。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发展持续的可再生能源以转变

传统的能源结构势在必行。风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最有潜力的新能源之一，因此受到

了世界范围的关注。随着海上风电的发展，为降低发电成本，风力发电机的单机容量越来越

大，导致其体积和重量变得巨大，给制造、安装和维护均带来了困难，而且复杂的海上环境

对风力发电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最流行的风力发电机有两种：双馈异步发电机和

永磁同步发电机。双馈异步发电机的优势在于仅需使用占发电机总容量30％左右的变频

器，便可实现变速恒压恒频运行，直接向电网供电；但是它需要电刷和滑环向转子绕组供

电，这不但降低了可靠性、增大了维护成本，而且对其在大容量的海上风电中的应用极其不

利。近年来，永磁直驱发电机受到了广泛关注，发展迅速；永磁直驱发电机省去了机械传动

装置，可直接与风力涡轮机相连，简化了机械结构，提高了系统可靠性，而且使用永磁体励

磁，无励磁损耗，效率高。但是直驱永磁发电机的体积和重量巨大，这既增加了海上风电的

建设成本，又不便于海上的安装、维护作业。为实现变速恒压恒频运行，永磁同步发电机需

要使用全功率变频器，而且需要额外的无功功率调节装备调节无功，所以直驱式永磁同步

风力发电机系统成本很高。

[0003] 为克服双馈感应发电机和永磁同步发电机的缺点，无刷双馈发电机得到了广泛的

研究。无刷双馈电机源于两台感应电机的级联，根据电刷消去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级联式

和磁场调制式两类。磁场调制类无刷双馈电机是依靠特殊的转子结构，将位于同一定子上

的两套不同极数的绕组间接耦合，实现能量的传递。这种特殊的转子结构有两种形式，一种

是类鼠笼式的感应转子，另一种是磁阻转子。常见的磁阻转子结构有简单凸极结构、轴向叠

片各向异性结构和多层磁障结构。

[0004] 磁场调制分为“和调制”和“差调制”，大部分无刷双馈电机采用“和调制”。另外，在

结构上多采用单定转子结构，两套绕组位于一个定子上，导致转子体积较大，造成了内部空

间的浪费。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现有的无刷双馈电机比传统的双馈感应电机和鼠笼式感

应电机功率密度低。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为了提高无刷双馈电机的功率密度，本发明提出了一种三电气端口的

双定子磁阻无刷发电机，采用了双定子和杯型磁阻转子的结构以充分利用内部空间，并且

能够同时实现“和调制”和“差调制”；因该发电机具有三个电气端口，与当前的具有两个电

气端口的磁场调制类无刷双馈发电机相比，具有功率密度高、可靠性高的优势。

[0006]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包括由外向内同心设置的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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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杯型磁阻转子和内定子，外定子和杯型磁阻转子之间形成外气隙，杯型磁阻转子和内定

子之间形成内气隙；

[0008] 所述外定子包括外定子轭、外定子齿和外功率绕组，外定子齿间的空隙形成外定

子槽，外功率绕组嵌入在外定子槽内，外定子齿设置在外定子轭内侧；

[0009] 所述内定子包括内定子轭、内定子齿和内功率绕组，内定子齿间的空隙形成内定

子槽，内功率绕组嵌入在内定子槽内，内定子轭设置在内定子齿内侧；

[0010] 所述杯型磁阻转子包括沿圆周均匀交错布置的导磁块和非导磁块；

[0011] 在外定子槽内或内定子槽内还嵌入有控制绕组；所述外功率绕组(8)的极对数为

popw，内功率绕组(12)的极对数为pipw，控制绕组(9)的极对数为pcw，导磁块(13)的个数为pr；

当控制绕组嵌入外定子槽内时，四个参数满足|popw-pcw|＝pr，pipw+pcw＝pr；当控制绕组嵌入

内定子槽内时，四个参数满足popw+pcw＝pr，|pipw-pcw|＝pr。

[0012] 具体的，所述外功率绕组和控制绕组之间通过杯型磁阻转子的调制作用实现耦

合，内功率绕组和控制绕组之间通过杯型磁阻转子的调制作用实现耦合。

[0013] 具体的，所述外功率绕组、控制绕组和内功率绕组均采用分布式绕组结构或均采

用集中式绕组结构。

[0014] 具体的，一套功率绕组输出恒压恒频的电能，直接与电网连接；另一套功率绕组输

出变压变频的电能，通过变频器与电网连接；控制绕组通过变频器与电网连接，同时对两套

功率绕组进行控制。

[0015] 具体的，两套变频器的容量均为该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总容量的一部分，

其容量与各自连接的绕组容量相当。

[0016] 具体的，该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的总功率为三套绕组的功率之和。

[0017] 优选的，所述导磁块由硅钢片轴向或纵向叠压而成。

[0018] 优选的，所述外定子、杯型磁阻转子和内定子均为分块组装结构。

[0019] 优选的，所述外定子和内定子均为凸极结构或隐极结构。

[0020]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该电机具有

一个杯型磁阻转子、两个定子和三套绕组，由内向外同心依次布置内定子、杯型磁阻转子和

外定子，本案优选将两套绕组布置在外定子上，分别称为外功率绕组和控制绕组，第三套绕

组布置在内定子上，称为内功率绕组。控制绕组通过一套背靠背的频率变换器与电网连接，

控制电机的运行状态；外功率绕组通过另一套背靠背的频率变换器与电网连接，向电网馈

电；内功率绕组直接与电网连接，向电网馈电。电机的总功率为三套绕组的功率之和，变频

器的功率与各自相连的绕组的功率相当。控制绕组的功率与电机的调速范围有关，调速范

围越大，其功率越大。

[0021] 所述控制绕组通过一套背靠背的频率变换器与电网相连，同时控制两套功率绕

组，其功率与电机的调速范围有关，其功能和双馈电机的控制绕组相同；所述内功率绕组是

变速恒压恒频发电运行，类似于双馈电机的功率绕组，可直接与电网连接；所述外功率绕组

是变速变压变频发电运行，类似于同步发电机的电枢绕组，通过一套背靠背的频率变换器

与电网相连；变频器的容量与各自相连的绕组的容量相当；当控制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时，相

应的转子速度定义为自然同步速。自然同步速以上，称为超同步速，此时控制绕组向电网输

出电能。自然同步速以下，称为亚同步速，此时控制绕组从电网吸收能量。本发明的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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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速范围大约为自然同步速上下30％，控制绕组传递的是转差功率，所以与控制绕组连接

的变频器的容量大约为电机容量的30％，实现了由小容量变频器控制大容量电机的功能，

这点和双馈发电机非常相似。

[0022] 所述控制绕组可以为单层整距分布绕组，也可以为双层短距分布绕组；所述外功

率绕组和内功率绕组同时采用双层短距分布绕组，或同时采用整距分数槽绕组。

[0023]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相对于现有

技术，具有如下优势：

[0024] 1、本发明提出的发电机具有两个功率电气端口和一个控制电气端口，三个电气端

口均能向电网馈电，所以该发电机机功率密度高、容错能力强、可靠性高；

[0025] 2、本发明提出的发电机采用双定子和杯型磁阻转子结构，与单定转子结构的无刷

双馈电机相比，该电机充分利用内部空间，提高了空间利用率；另外，杯型磁阻转子使用简

单凸极结构，由硅钢片叠压而成，结构简单可靠，机械强度高；

[0026] 3、本发明提出的发电机具有两个功率电气端口，一个变速恒压恒频运行，可直接

向电网供电，另一个变速变压变频运行，通过一套背靠背的频率变换向电网供电；当其中一

个功率电气端口发生故障时，另一个功率电气端口可继续向电网供电，提高了发电机的容

错能力和可靠性；

[0027] 4、本发明提出的发电机的最大功率为三个电气端口同时向电网供电时的功率总

和；因为其中一个功率电气端口可输出恒压恒频的电能，不需变频器即可直接向电网供电，

所以该发电机使用的变频器的容量小于发电机的总容量；

[0028] 5、本发明提出的发电机没有永磁体和电刷，可调节无功功率；与永磁同步发电机

相比，该发电机成本低，且不需要全功率变频器和无功功率补偿装置；与双馈感应发电机相

比，该发电机没有电刷，可靠性高、维护成本低；与单定转子结构的无刷双馈电机相比，该发

电机具有三个电气端口，功率密度更高。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电机的结构截面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电机与电网的连接关系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电机在350r/min空载时，外功率绕组和内功率绕组相电动势波形图；

[0032] 图4为本发明电机在500r/min空载时，外功率绕组和内功率绕组相电动势波形图；

[0033] 图5为本发明电机在650r/min空载时，外功率绕组和内功率绕组相电动势波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35] 如图1所示为一种三电气端口的双定子磁阻无刷风力发电机，包括由外向内同心

设置的外定子1、杯型磁阻转子3和内定子5，外定子1和杯型磁阻转子3之间形成外气隙2，杯

型磁阻转子3和内定子5之间形成内气隙4；所述外定子1包括外定子轭6、外定子齿7、外功率

绕组8和控制绕组9，外定子齿7间的空隙形成外定子槽，外功率绕组8和控制绕组9嵌入在外

定子槽内，控制绕组9设置在外功率绕组8内侧，外定子齿7设置在外定子轭6内侧；所述内定

子5包括内定子轭10、内定子齿11和内功率绕组12，内定子齿11间的空隙形成内定子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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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绕组12嵌入在内定子槽内，内定子轭10设置在内定子齿11内侧；所述杯型磁阻转子3包

括沿圆周均匀交错布置的导磁块13和非导磁块14；所述外功率绕组8的极对数为popw，内功

率绕组12的极对数为pipw，控制绕组9的极对数为pcw，导磁块13的个数为pr，满足popw-pcw＝

pr，pipw+pcw＝pr。

[0036] 如图2所示，控制绕组9通过一套背靠背的频率变换器15与电网相连，可同时控制

外功率绕组8和内功率绕组12，所述变频器15的容量与控制绕组9的容量相当；外功率绕组8

输出变压变频的电能，通过另一套背靠背的频率变换器16与电网相连，所述变频器16的容

量与外功率绕组8的容量相当；内功率绕组12可直接恒压恒频的向电网供电，不需要变频

器。发电机的总功率为外功率绕组8、内功率绕组12和控制绕组9的功率之和。

[0037] 与当前的双馈风力发电机相似，本发明的发电机的速度调节范围大约为自然同步

速度上下30％。控制绕组9通过变频器与电网间传递的功率是转差功率，所以与控制绕组9

相连的变频器15的功率大约为电机功率的30％。所述的外功率绕组8和所述的内功率绕组

12是两套相互独立的功率绕组，它们之间的耦合作用很小。当电机转速发生变化时，通过调

节所述控制绕组9中的电流的频率和幅值可以保证所述内功率绕组12输出恒频率恒幅值的

电压，但所述外功率绕组8却不能输出恒定的电压，它的电压频率和幅值会随着转速的升高

而升高，转速越高，外功率绕组8的输出功率越大。关于外功率绕组8和内功率绕组12的功率

分配，通常这样设计：当电机运行于自然同步速度时，外功率绕组8的功率是内功率绕组12

的功率的50％左右；当电机运行在最高速度时，外功率绕组8的功率大约为内功率绕组12的

功率的80％。

[0038] 将转子的上极弧系数定义为所述导磁块13的上表面宽度比上所述非导磁块14的

上表面宽度与导磁块13的上表面宽度之和的值，类似的规则，可定义转子的下极弧系数。转

子的上极弧系数与下极弧系数对电机性能有较大影响，一般将这两个系数设计在0.5到

0.7。

[0039] 所述的两个定子均可采用有齿槽结构或无齿槽结构；所述的两组功率绕组和控制

绕组9均可采用分布绕组或集中绕组；所述的两组功率绕组和控制绕组9均可采用双层绕组

或单层绕组。

[004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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