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226332.6

(22)申请日 2018.10.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21759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15

(73)专利权人 沈阳工业大学

地址 11087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沈辽西路111号

(72)发明人 佟文明　吴胜男　王帅　荆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沈阳智龙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21115

代理人 宋铁军

(51)Int.Cl.

H02K 16/04(2006.01)

H02K 1/27(2006.01)

H02K 1/12(2006.01)

H02K 15/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808846 A,2006.07.26

赵纪龙等.混合励磁同步电机及其控制技术

综述和新进展.《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14,第34

卷(第33期),第5876页-第5887页.

审查员 陈婕

 

(54)发明名称

复合励磁非晶合金轴向磁通电机

(57)摘要

一种混合磁极磁场可控型轴向磁通电机，包

括两个非晶合金定子和一个置于两定子中间的

转子；定子部分的定子铁心沿径向分为三部分，

分别为永磁区域定子铁心、隔磁区域和电励磁区

域定子铁心；永磁区域电枢绕组设置在永磁区域

定子铁心上；电励磁区域电枢绕组设置在电励磁

区域定子铁心上；转子部分的转子支架上嵌有永

磁体和铁磁极，分别与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和永

磁区域定子铁心轴向对应。具有制造简单、损耗

小、功率密度高、弱磁扩速范围广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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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磁极磁场可控型轴向磁通电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两个非晶合金定子和一

个置于两定子中间的转子；

定子部分的定子铁心（1）沿径向分为三部分，分别为永磁区域定子铁心（10）、隔磁区域

（9）和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8）；

永磁区域电枢绕组（2）设置在永磁区域定子铁心（10）上；电励磁区域电枢绕组（3）设置

在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8）上；

转子部分的转子支架（5）上嵌有永磁体（6）和铁磁极（7），分别与永磁区域定子铁心

（10）和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8）轴向对应；

所述铁磁极（7）极数为5*n，所述永磁体（6）极数为10*n；

所述的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8）开有6*n个开口槽，构成齿状结构；所述电励磁区域电

枢绕组（3）缠绕在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8）的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混合磁极磁场可控型轴向磁通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永磁体

（6）与导磁性能良好的铁磁极（7）均嵌于不导磁的不锈钢转子支架（5）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混合磁极磁场可控型轴向磁通电机，其特征在于：电励磁区域定

子铁心（8）槽深大于永磁区域定子铁心（10）槽深，在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8）槽内靠近轭部

处安置电励磁绕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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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励磁非晶合金轴向磁通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轴向磁通电机领域，主要涉及一种复合励磁非晶合金轴向磁通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非晶合金带材作为一种新型的软磁材料，具有优异的磁性、耐蚀性、耐磨性、高强

度、高硬度与高电阻率等特性，厚度仅有0.025mm。与传统硅钢片相比，非晶合金尤其是在高

频段具有非常小的铁心损耗，因此非晶合金带材非常适用于高速高频电机。传统的非晶合

金轴向磁通永磁同步电机采用的都是双转子单定子的永磁结构，这种结构的电机转子表面

贴有永磁体，定子两边套有电枢绕组，具有功率密度高、转矩密度大和效率高等诸多优点。

但是由于永磁材料的固有特性，非晶合金轴向磁通永磁同步电机内气隙磁场基本保持恒

定，且传统的永磁结构的轴向磁通电机一般多采用表贴式磁极结构，这种结构的气隙大、电

感小、交直轴电感基本相等，使得存在着励磁调节困难、弱磁调速范围比较窄、永磁体容易

退磁等诸多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该电机发展的一个瓶颈。使得非晶合金轴向磁通永磁同

步电机的应用受到了很大的约束。

[0003] 为了追求电机的高功率转矩密度、高效率和磁场可以控制的效果，许多研究人员

提出了采用混合励磁形式的不同种类拓扑结构来解决传统永磁同步电机磁场难以调节、不

利于弱磁扩速等问题，但均仍旧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0004] （1）中国专利CN201310301385  .0提出了一种双定子盘式混合励磁电机包括两个

定子、永磁体、三相集中电枢绕组、单相集中励磁绕组和转子。定子与转子同轴安装，转子放

于两个定子之间。永磁体、电枢绕组和电励磁绕组都位于定子，转子上既无永磁体又无绕

组，结构简单。气隙磁场由电励磁绕组产生的电励磁磁场和永磁体产生的永磁磁场共同构

成，通过改变电励磁电流实现气隙磁场的调节。结构上保留了盘式磁通切换永磁电机紧凑、

简单、适于高速运行的特点，无需额外增加电机体积就可以实现混合励磁功能，保证了该结

构电机具有较强的转矩输出能力和较高的功率密度。但是其永磁体位于定子，拼装式定子

铁心增加了工艺和装配的难度，且电励磁磁路经永磁体，增大了励磁绕组的铜耗。

[0005] （2）中国专利CN201310203116  .0提出一种磁悬浮轴承盘式混合励磁双凸极风力

发电机，针对现有磁悬浮风力发电机系统存在的结构过于复杂、自身能耗大、不适用于中小

风机等问题。采取的技术方案包括转子、两个发电机定子、两个永磁环、三个磁悬浮轴承定

子、风叶和转子轴；所述磁悬浮轴承定子上绕有磁悬浮轴承控制绕组；风叶装在转子轴的一

端，转子装在转子轴的另一端，风叶和转子与转子轴同步转动；两个永磁环分别与两个发电

机定子相连同时与磁悬浮轴承定子相连；永磁环嵌于磁悬浮轴承定子和发电机定子之间；

磁悬浮轴承定子均匀分布在转子的外周并且转子的外周伸入到磁悬浮轴承定子内；所述磁

悬浮轴承定子与转子的两个平面之间留有气隙。

[0006] （3）中国专利CN201610317337  .4提出了一种混合励磁轴向磁通调制式复合结构

电机，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的混合励磁电机输出转矩小的问题。所述转轴依次穿过永磁外

定子、一号调磁环、内定子、二号调磁环和电励磁外定子，且永磁外定子、内定子和电励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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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子均通过轴承与转轴转动连接，调磁环转子与转轴固定连接，永磁外定子与一号调磁环

之间、一号调磁环与内定子之间、内定子与二号调磁环之间、以及二号调磁环和电励磁外定

子之间均留有间隙；永磁体采用Halbach结构90°充磁方式进行充磁；一号调磁环和二号调

磁环均由调磁铁块和环氧树脂非导磁材料沿圆周方向间隔排列组成。但其结构较为复杂，

且Halbach结构增加了制作工艺上的难度。

[0007] （4）中国专利CN201210197633  .7提出了一种混合励磁轴向磁场盘式开关磁阻电

机，包括定子盘和转子盘，定子盘包括若干定子轭盘、定子极，转子盘包括转子轭盘、转子

极，转子极均匀分布于转子轭盘上，定子极均匀分布于定子轭盘的圆周处，每个定子极上设

有一个定子线圈，定子线圈之间连接组成多相绕组，在相邻的两个定子极之间设有槽口，在

槽口处设有永磁体，永磁体位于定子线圈外部的上方，永磁体的充磁方向为切向，每个定子

极两边的永磁体充磁方向相反，所述定子极设有六个，所述转子极设有四个；具有电机运行

效率高，电机振动及噪声低，以及电机的功率密度和转矩密度高的优点。但是其永磁体位于

定子，增加了定子制作的难度，且降低了定子的强度。

[0008] （5）中国专利CN200310109497  .2提出了一种可控磁场永磁盘式电机，定子组件主

要由内定子铁心、外定子铁心、左电枢线圈、右电枢线圈和直流励磁线圈组成，其中，左、右

电枢线圈分别嵌置在内、外定子铁心的左、右两侧，直流励磁线圈置于内定子铁心及外定子

铁心之间；转子组件具有左、右两个转子组件，左(右)转子组件上相对于外定子铁心的位置

间隔一个极距嵌入永磁体N极(S极)，同时，相对于内定子铁心的位置间隔一个极距嵌入永

磁体S极(N极)，永磁体N极和S极错开一个极距。但是该电机直流励磁磁路部分经过永磁体， 

增加了励磁磁路的磁阻，励磁铜耗较大。

[0009] （6）中国专利CN201310418173  .0提出了一种定子分割式轴向磁通切换型混合励

磁同步电机，包括定子和转子，定子由内外两层“  H”型单元定子铁心拼接成两个卷绕的同

心圆环，隔磁环将两个同心圆环分开，电枢绕组采用集中绕组，电枢绕组缠绕在两个相邻“ 

H”型单元定子铁心的定子齿上，永磁体成N、S极相间分布在相邻“  H”型单元定子铁心中间；

永磁体与定子槽均采用长方形结构；励磁支架位于永磁体正上方，由隔磁环分开，励磁绕组

轴向缠绕在励磁支架上，转子采用盘式结构，包括转子磁轭及成放射状均匀固定于其表面

的转子极，定子和转子同轴相连。采用隔磁环将定子分割为内外两部分，使电励磁磁路与永

磁体磁路并联，两者磁路耦合减少，大大提高了永磁体利用率，电机效率得到明显提高。但

是定子齿部处同时受电枢绕组、电励磁绕组、永磁体产生磁通作用，易达到饱和状态，降低

电机调磁能力。

发明内容

[0010] 发明目的：轴向磁通永磁同步电机内气隙磁场基本保持恒定，且气隙较大，每相串

联匝数较小，不利于弱磁扩速。为了能够实现轴向磁通永磁同步电机气隙磁场的简单灵活、

经济有效的调节与控制从而改善电机调速与驱动性能，避免出现永磁体发生不可逆退磁，

由此引入了一种复合型非晶合金轴向磁通电机。

[0011] 技术方案：

[0012] 一种混合磁极磁场可控型轴向磁通电机，包括两个非晶合金定子和一个置于两定

子中间的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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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定子部分的定子铁心沿径向分为三部分，分别为永磁区域定子铁心、隔磁区域和

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

[0014] 永磁区域电枢绕组设置在永磁区域定子铁心上；电励磁区域电枢绕组设置在电励

磁区域定子铁心上；

[0015] 转子部分的转子支架上嵌有永磁体和铁磁极，分别与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和永磁

区域定子铁心轴向对应。

[0016] 所述混合磁极磁场可控型轴向磁通电机，优选地：所述的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开

有6*n个开口槽，构成齿状结构；所述转子铁磁极极数为5*n，所述转子永磁体极数为10*n；

[0017] 所述电励磁区域电枢绕组缠绕在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的齿上。

[0018] 所述混合磁极磁场可控型轴向磁通电机，优选地：所述永磁体与导磁性能良好的

铁磁极均嵌于不导磁的不锈钢转子支架中。

[0019] 所述混合磁极磁场可控型轴向磁通电机，优选地：电励磁区域定子槽深大于永磁 

区域定子槽深，在槽内靠近轭部处安置电励磁绕组。

[0020] 优点及效果：

[0021] 本发明是一种复合励磁非晶合金轴向磁通电机，具有如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2] （1）本发明提出的复合励磁非晶合金轴向磁通电机，改变直流励磁电流的极性和

大小，可以方便地实现对气隙总磁场的调节，具有良好的转速调节及恒压发电能力。

[0023]  （2）本发明提出的电励磁磁通路径与永磁体产生磁通的磁通路径相并联，直流励

磁电流产生的磁动势不叠加于永磁体上，避免了在通入较大励磁电流时可能存在的永磁体

退磁问题，提高了电机运行的可靠性。

[0024] （3）本发明提出电励磁磁通路径由定子铁心、气隙、铁磁极构成，在铁心达到饱和

前磁路磁阻非常低，可以通入更少的励磁绕组电流即可达到较高的调磁水平。

[0025] （4）本发明提出的隔磁区域，能够有效地减少永磁磁路与电励磁磁路间的漏磁情

况。

[0026] （5）本发明提出的定子结构简单，易于加工，减少了非晶合金铁心材料性能受加工

工艺的影响。

[0027] （6）本发明提出复合励磁非晶合金轴向磁通电机，其电励磁绕组位于定子，转子结

构相对简单，保证了转子结构的强度及可靠性。

[0028] （7）本发明提出复合励磁非晶合金轴向磁通电机，适当调节电励磁区域与永磁区

域所占比例，即可应对不同场合对调速范围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图1的拆解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说明：

[0032] 1定子铁心；2永磁区域电枢绕组；3电励磁区域电枢绕组；4电励磁绕组；5转子支

架；6永磁体；7铁磁极；8电励磁区域定子；9隔磁区域；10永磁区域定子铁心。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217597 B

5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4] 本发明提供一种复合励磁非晶合金轴向磁通电机，如图1、图2所示，包括组合式非

晶合金定子铁心、永磁区域电枢绕组、电励磁区域电枢绕组、电励磁绕组、转子支架、永磁体

和铁磁极；其特征在于：组合式定子铁心沿径向分为三部分，由内而外依次为永磁区域定

子、隔磁区域、电励磁区域定子；电枢绕组、分别位于永磁区域与电励磁区域定子槽内，永磁

体与铁磁极分别与定子铁心、轴向对应；所述的电励磁区域定子铁心开有6*n个开口槽，n为

正整数，与之轴向对应的转子中存在5*n个铁磁极；所述的永磁区域转子中存在10*n个永磁

体；

[0035] 所述的电励磁绕组缠绕于电励磁区域定子齿上。电机沿径向由永磁区域、隔磁区

域、电励磁区域三部分组成。电励磁区域定子槽数为6*n，转子铁磁极极数为5*n，永磁区域

转子永磁体极数为10*n。电机转子是永磁式转子和磁阻式转子组合，永磁体与导磁性能良

好的铁磁极均嵌于不导磁的不锈钢转子支架中。

[0036] 所述的非晶合金铁心制造方法如下：

[0037] 根据所需的非晶合金铁心尺寸，将非晶合金带材绕制在模具上并整形固化，分别

得到定子铁心轭部与齿部，按尺寸切割定子齿部并利用磨具固定至定子轭部上。所述电励

磁绕组在电励磁区域与电枢绕组沿轴向并列。当永磁区域定子槽数去10*m时，永磁区域定

子和电励磁区域定子齿上缠绕的电枢绕组为同一线圈。电励磁区域定子槽深大于永磁区域

定子槽深，在槽内靠近轭部处安置电励磁绕组。

[0038]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9] 本发明提出的复合励磁非晶合金轴向磁通电机，电机电枢绕组通入交流电源，电

励磁绕组通入直流励磁绕组，当通入增磁电流时，电励磁区域电枢绕组磁链与永磁区域电

枢绕组磁链相位相同，方向相同起增磁左右，当通入去磁电流时，两者磁链极性相反，起去

磁作用。因此，复合励磁非晶合金轴向磁通具有高的弱磁扩速范围的优点。

[0040] 结论：本发明所述的复合励磁非晶合金轴向磁通电机，具有制造简单、损耗小、功

率密度高、弱磁扩速范围广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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