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962849.5

(22)申请日 2019.06.25

(73)专利权人 盾石磁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063021 河北省唐山市高新区建设北

路101号高科总部大厦1104室

(72)发明人 陈鹰　叶才勇　姜建国　张令伟　

李胜飞　赵思锋　张建平　韩丽婷　

温海平　唐英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唐山永和专利商标事务所 

13103

代理人 张云和

(51)Int.Cl.

H02K 7/02(2006.01)

H02K 16/04(2006.01)

H02K 7/09(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应用双定子无刷直

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包含底座、端盖、机壳、

外定子、转子、内定子、被动磁悬浮轴承；机壳立

式安装在底座上，机壳顶部为端盖，底部为底座；

内定子固定在端盖上，外定子固定在机壳内表

面，转子位于内定子和外定子之间，被动磁悬浮

轴承安装在内定子中心轴上，外定子和内定子均

包含定子铁芯以及缠绕在铁芯槽内的线圈，转子

由内外两层由磁粉粘结而成的磁极，均匀的分布

在转子的内层和外层。本实用新型双定子无刷直

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可确保转子稳定运行，

提高流无刷直流电机输出功率，提高飞轮储能装

置的稳态性能和运行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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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包含底座、端盖、机壳、定子、转子，

机壳立式安装在底座上，机壳顶部为端盖，底部为底座；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子设有内定

子、外定子，内定子固定在端盖上，外定子固定在机壳内表面，转子位于内定子和外定子之

间，被动磁悬浮轴承定子部分安装在内定子中心轴上，内定子垂直固定在端盖上；外定子包

含外定子铁芯以及缠绕在外定子铁芯槽内的外定子线圈，内定子包括内定子铁芯以及缠绕

在槽内的内定子线圈，内定子与外定子的铁芯均由超薄硅钢片叠压而成，内定子绕组和外

定子绕组均由高频线圈缠绕而成，做为无刷直流电机的励磁部分；转子包覆在内定子外侧，

二者之间有一定间隙，外定子固定在机壳上，外定子与转子之间留有一定间隙；转子设有转

子外磁粉层和转子内磁粉层，外磁粉层和转子内磁粉层均匀的分布在转子的内层和外层，

内层部分的上部分为与被动磁悬浮轴承配合的被动磁悬浮轴承转子部分，内层部分的下部

分是与内定子铁芯配合的无刷直流电机转子部分，外磁粉层形成的磁极与外定子铁芯配合

工作，被动磁悬浮轴承转子部分和被动磁悬浮轴承定子部分相配合用于径向支撑；所述转

子底部为针式螺旋槽轴承，针式螺旋槽轴承由伞状底托与转子连接，另圆台置于内含有润

滑油的轴承座中，对转子形成轴向支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转子为三层结构，转子外磁粉层和转子内磁粉层的中间层为玻璃纤维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内层和外层均由钕铁硼磁粉混合环氧树脂及高强度复合材料缠绕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内定子和外定子采用环氧树脂灌封并缠绕增强纤维进行固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针式螺旋槽轴承的圆台表面均匀的刻有斜槽，该斜槽结构为润滑油提供油路进入轴承

座，持续消除针式螺旋槽轴承与轴承座的摩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被动磁悬浮轴承定子部分设有多个圆环形永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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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储能装置，确切地说是一种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飞轮储能装置做为一种新型的机电能量转换系统，具有使用寿命长、转换效率高、

适应性强对环境友好并且免维护等优点，是储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与传统的低速大型

飞轮储能相比，双定子高速磁悬浮飞轮储能具有能量、功率密度高，毫秒级快速响应，结构

紧凑等优点，在航空航天、分布式发电、削峰填谷、风力发电系统以及电动汽车等领域有着

广泛的应用前景。

[0003] 传统飞轮储能无刷直流电机多采用单定子结构，轴系多为被动磁悬浮轴承与滚珠

轴承和主动磁轴承相配合的形式，轴系结构复杂，控制系统繁琐，系统稳定性较差，损耗较

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整个系统的使用寿命，且功率小，充电时间较长，不利于飞轮的

快充和快放。飞轮储能装置以转子做为储能部件，所以对转子结构强度、低损耗轴系、高效

高速无刷直流电机性能要求严格。现有高速飞轮转子采用大块永磁体结构，飞轮在高速运

行时，在永磁体内部存在高频谐波，导致产生大量的涡流损耗，使得转子温度升高；由于飞

轮在真空下运行，热量不易散出，及其不利于飞轮正产运行。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

装置，该装置不仅能够保证转子的稳定运行，而且其双定子的结构使得该储能装置结构更

加紧凑，提高无刷直流电机的输出功率，减少飞轮储能装置的充电时间；同时，转子采用双

层磁极结构，可提高飞轮储能装置的功率密度，使飞轮储能装置的稳态性能和可靠性得到

保证。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手段：

[0006] 一种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包含底座、端盖、机壳、定子、转

子，机壳立式安装在底座上，机壳顶部为端盖，底部为底座；所述的定子设有内定子、外定

子，内定子固定在端盖上，外定子固定在机壳内表面，转子位于内定子和外定子之间，被动

磁悬浮轴承定子部分安装在内定子中心轴上，内定子垂直固定在端盖上；外定子包含外定

子铁芯以及缠绕在外定子铁芯槽内的外定子线圈，内定子包括内定子铁芯以及缠绕在槽内

的内定子线圈，内定子与外定子的铁芯均由超薄硅钢片叠压而成，内定子绕组和外定子绕

组均由高频线圈缠绕而成，做为无刷直流电机的励磁部分；转子包覆在内定子外侧，二者之

间有一定间隙，外定子固定在机壳上，外定子与转子之间留有一定间隙；转子设有转子外磁

粉层和转子内磁粉层，外磁粉层和转子内磁粉层均匀的分布在转子的内层和外层，内层部

分的上部分为与被动磁悬浮轴承配合的被动磁悬浮轴承转子部分，内层部分的下部分是与

内定子铁芯配合的无刷直流电机转子部分，外磁粉层形成的磁极与外定子铁芯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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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磁悬浮轴承转子部分和被动磁悬浮轴承定子部分相配合用于径向支撑；所述转子底部

为针式螺旋槽轴承，针式螺旋槽轴承由伞状底托与转子连接，另圆台置于内含有润滑油的

轴承座中，对转子形成轴向支撑。

[0007] 本方案的优点在于：

[0008] （1）转子既做为飞轮的储能部件，又集成了与双定子配合的内外永磁磁极部分，使

得飞轮本体结构更加紧凑。

[0009] （2）内外定子的铁芯均由超薄硅钢片叠压而成，在高频工作时，可降低定子本省的

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

[0010] （3）被动磁悬浮轴承与针式螺旋槽轴承的配合使用，不仅解决了轴承之间的摩擦

损耗问题，提高转子的高速动力学性能。

[0011] （4）飞轮本体双子定子结构的设计以及转子中的双层磁粉结构，不仅可有效降低

永磁结构高频下的涡流损耗，而且可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以及单位时间内飞轮全功率额定

容量的工作次数。

[0012] 进一步的优选技术方案如下：

[0013] 所述的转子为三层结构，转子外磁粉层和转子内磁粉层的中间层为玻璃纤维层。

[0014] 两层磁粉层和一层玻璃纤维层，既保证了转子与内外定子之间的配合工作，也包

含了与定子被动磁悬浮轴承配合工作的转子被动磁悬浮轴承部分，使得整体结构更加简洁

紧凑。

[0015] 所述的内层和外层均由钕铁硼磁粉混合环氧树脂及高强度复合材料缠绕而成。

[0016] 所述的内定子和外定子采用环氧树脂灌封并缠绕增强纤维进行固化。

[0017] 所述的针式螺旋槽轴承的圆台表面均匀的刻有斜槽，该斜槽结构为润滑油提供油

路进入轴承座，持续消除针式螺旋槽轴承与轴承座的摩擦。当转子达到一定转速时，圆台和

轴承座表面之间形成一层油膜，使转子处于悬浮状态。螺旋槽轴承与被动磁悬浮轴承的配

合使用，不仅可以保证无刷直流电机的轴系稳定性，而且保证转动部件不接触，降低了整个

系统的摩擦损耗，提高了无刷直流电机的整体效率。

[0018] 所述的被动磁悬浮轴承定子部分设有多个圆环形永磁体。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纵向剖面图；

[0020] 图2为图1中A-A线剖视图；

[0021] 图3为图1中B-B线剖视图；

[0022] 图4为被动磁悬浮轴承部分图；

[0023] 图5为螺旋槽轴承部分图；

[0024] 图中，1-端盖，2-转子，3-内定子，4-螺旋槽轴承，5-轴承座，6-被动磁悬浮轴承定

子部分，7-机壳，8-外定子，9-底座，10-外定子铁芯，11-外定子绕组，12-转子外磁粉层，13-

玻璃纤维层，14-转子内磁粉层，15-内定子绕组，16-内定子铁芯，17-被动磁悬浮轴承转子

部分，18-圆台，19-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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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

[0026] 参见图1-图5，一种应用双定子无刷直流电机的飞轮储能装置，由底座9、端盖1、机

壳7、定子、转子2组成；机壳7立式安装在底座9上，机壳7顶部为端盖1，底部为底座9；所述的

定子设有内定子3、外定子8，内定子3固定在端盖1上，外定子8固定在机壳7内表面，转子2位

于内定子3和外定子8之间，被动磁悬浮轴承定子部分6安装在内定子3中心轴上，内定子3垂

直固定在端盖1上；外定子8包含外定子铁芯10以及缠绕在外定子铁芯10槽内的外定子8线

圈，内定子3包括内定子铁芯16以及缠绕在槽内的内定子3线圈，内定子3与外定子8的铁芯

均由超薄硅钢片叠压而成，内定子绕组15和外定子绕组11均由高频线圈缠绕而成，做为无

刷直流电机的励磁部分；转子2包覆在内定子3外侧，二者之间有一定间隙，外定子8固定在

机壳7上，外定子8与转子2之间留有一定间隙；转子2设有转子外磁粉层12和转子内磁粉层

14，外磁粉层和转子内磁粉层14均匀的分布在转子2的内层和外层，内层部分的上部分为与

被动磁悬浮轴承配合的被动磁悬浮轴承转子部分17，内层部分的下部分是与内定子铁芯16

配合的无刷直流电机转子2部分，外磁粉层形成的磁极与外定子铁芯10配合工作，被动磁悬

浮轴承转子部分17和被动磁悬浮轴承定子部分6相配合用于径向支撑；所述转子2底部为针

式螺旋槽轴承4，针式螺旋槽轴承4由伞状底托与转子2连接，另圆台18置于内含有润滑油的

轴承座5中，对转子2形成轴向支撑。

[0027] 螺旋槽轴承4上部通过连接件19固定在转子2底部，中间靠圆柱连接底部圆台18：

圆台18坐落在轴承座5中，轴承座5内装有润滑油，轴承座5内有与圆台18表面斜槽配合的凹

槽。

[0028] 所述的转子2为三层结构，转子外磁粉层12和转子内磁粉层14的中间层为玻璃纤

维层13。

[0029] 两层磁粉层和一层玻璃纤维层13，既保证了转子2与内外定子8之间的配合工作，

也包含了与定子被动磁悬浮轴承配合工作的转子2被动磁悬浮轴承部分，使得整体结构更

加简洁紧凑。

[0030] 所述的内层和外层均由钕铁硼磁粉混合环氧树脂及高强度复合材料缠绕而成。

[0031] 两层磁粉层均由钕铁硼粉末、高强度玻璃纤维复合材料构成，经Halbach充磁形成

磁极。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转子2强度，使转子2的高速性能更优，而且使得转子2磁场更接

近理想的正弦曲线，内外双层磁粉结构，提高转子2利用率。

[0032] 所述的内定子3和外定子8采用环氧树脂灌封并缠绕增强纤维进行固化。

[0033] 所述的针式螺旋槽轴承4的圆台18表面均匀的刻有斜槽，该斜槽结构为润滑油提

供油路进入轴承座5，持续消除针式螺旋槽轴承4与轴承座5的摩擦。当转子2达到一定转速

时，圆台18和轴承座5表面之间形成一层油膜，使转子2处于悬浮状态。螺旋槽轴承4与被动

磁悬浮轴承的配合使用，不仅可以保证无刷直流电机的轴系稳定性，而且保证转动部件不

接触，降低了整个系统的摩擦损耗，提高了无刷直流电机的整体效率。

[0034] 所述的被动磁悬浮轴承定子部分6设有多个圆环形永磁体。

[0035] 本实施例的优点在于：

[0036] （1）转子2既做为飞轮的储能部件，又集成了与双定子配合的内外永磁磁极部分，

使得飞轮本体结构更加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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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2）内外定子8的铁芯均由超薄硅钢片叠压而成，在高频工作时，可降低定子本省

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

[0038] （3）被动磁悬浮轴承与针式螺旋槽轴承4的配合使用，不仅解决了轴承之间的摩擦

损耗问题，提高转子2的高速动力学性能。

[0039] （4）飞轮本体双子定子结构的设计以及转子2中的双层磁粉结构，不仅可有效降低

永磁结构高频下的涡流损耗，而且可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以及单位时间内飞轮全功率额定

容量的工作次数。

[0040] 本实施例是集永磁电动机/发电机于一体的大功率高效储能系统。飞轮与无刷直

流电机转子2融合为一体，利用转子2内外定子8励磁，促使转子2旋转，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进行储存，此时为电动机模式；当外界需要能量时，由转子2旋转的机械能转化为定子反电

势，通过控制器供给用户。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能量双向转换，即可在电能富裕期储存能

量，又可在电能匮乏期释放能量。该种性能，使得飞轮储能装置可广泛应用于电网系统，城

市轨道交通领域等。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可行的实施例而已，并非因此局限本实用新型的权

利范围，凡运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化，均包含于本实用新型

的权利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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