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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磁电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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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机是以磁场为媒介进行机械能和电能相互转换的电

磁装置。为了在电机内建立必需的气隙磁场，可以有两种

方法。

1. 在电机绕组内通以电流来产生磁场

    如普通的直流电机和同步电机。要专门设置励磁绕组，通入直流

电，来建立气隙磁场。电机体积增大，励磁功率造成电机发热，效率

降低。

    感应（异步）电机要通过三相定子绕组从电网吸收感性无功电流

来建立气隙磁场。电机功率因数低，效率也有所降低。

2. 由永磁体来产生磁场            永磁电机

      由于永磁材料的固有特性，它经过预先磁化[充磁]以后，不再需要

外加能量就能在其周围空间建立磁场。这既可简化电机结构，又可节

约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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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退磁曲线

磁滞回线在第二象限的部分称为退磁曲线。

Br——剩磁密度

Hc——矫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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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退磁曲线

1——铝镍钴 
     Br 高 Hc 低，易退磁，

     做成细长。温度系数小。

2——铁氧体

     密度小，硬脆，无法

     电切割。正温度系数

3——钐钴

     磁性能高稳定，太贵

4——钕铁硼

     磁性能高，温度系数

     大，居里温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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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磁能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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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对已充磁的永磁体施加退磁磁

场强度后，消去外加退磁磁场强度，

再施加退磁磁场强度，如此多次反复

后形成一个局部的小回线，称为局部

磁滞回线。直线PR称为回复线，P点

为回复线的起始点。如果以后施加的

退磁磁场强度H不超过第一次的值，

则磁密沿回复线PR作可逆变化。如果

大于P点，则磁密下降到新的起始点Q

，则沿新的回复线QS变化，不能再沿

原来的回复线PR变化。

    这种磁密的不可逆变化将造成电

机性能的不稳定，也增加了永磁电机

电磁设计计算的复杂性。

永磁材料-回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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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内禀退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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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内禀退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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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热稳定性

温度系数

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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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热稳定性

p居里温度TC ：随着温度的升高，磁性能逐渐降低，

升至某一温度时，磁化强度消失时的温度，又称为

居里点。

p最高工作温度Tω ：将规定尺寸的样品加热到某一恒

定温度，长时间放置，然后将样品冷却到室温，某

开路磁通不可逆损失小于5%的最高保温温度。

p手册或资料中通常提供的是室温t0时的剩磁，则工

作温度在t1时的剩磁需要进行温度系数和损失率的

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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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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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化学稳定性

    受酸、碱、氧气和氢气等化学因素的作用，永磁

材料内部或表面化学结构会发生变化，将严重影响材

料的磁性能。例如钕铁硼永磁的成分中大部分是铁和

钕，容易氧化，故在生产过程中需采取各种工艺措施

来防止氧化，要尽力提高永磁体的密度以减少残留气

隙来提高其抗腐蚀能力，同时要在成品表面涂敷保护

层，如镀锌、镀镍、电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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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时间稳定性

    永磁材料充磁以后在通常的环境条件下，即使不受

周围环境或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其磁性能也会随时间

而变化，通常以一定尺寸形状的样品的开路磁通随时间

损失的百分比来表示，叫做时间稳定性，或叫自然时效

。研究表明，它与材料的内禀矫顽力和永磁体的尺寸比

L/D有关。对永磁材料而言，随时间的磁通损失与所经

历时间的对数基本上成线性关系，因此可以从较短时间

的磁通损失来推算出长时间的磁通损失，从而判断出永

磁体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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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电机的特点与应用

电励磁同步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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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磁场

靠电流 
产生

永磁体 
产生

形状和尺寸
灵活多样

高效、高功
率因数

体积小 、重
量轻

结构简单、
运行可靠

效率低

可靠性低

功率因数低

永磁电机的特点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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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发
电机

异步起动
永磁同步
电动机

永磁无刷直
流电动机

调速永磁
同步电动

机

永磁直流电
动机

永磁电动机

永磁发电机

永磁电机的特点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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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体积小、重量轻、高效、高功率因数

      无刷-可靠、转子结构多样化、易于

      实现低速直驱----

缺点：位置信息要求高、可靠性较异步机差

      有失磁危险、弱磁扩速困难、转子装

      配难度大----

永磁电机的特点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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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电机 结构简单

运行可靠

损耗少

质量轻

体积小
效率高

形状灵活

尺寸多样

永磁电机的特点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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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与电励磁同步电动机相同，但它

以永磁体提供的磁通替代后者的

励磁绕组励磁，使电动机结构较

为简单，降低了加工和装配费用，

且省去了容易出问题的集电环和

电刷，提高了电动机运行的可靠

性；又因无需励磁电流，省去了励磁损耗，提高了电动

机的效率和功率密度。因而它是近年来研究得较多并在

各个领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应用的一种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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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动机的结构：
按工作主磁场方向

径向磁场式 轴向磁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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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动机的结构：
按电枢绕组位置

内转子式 外转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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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转子上有无起动绕组

p 无起动绕组的电动机(常称为调速永磁同步电动机) 
p 有起动绕组的电动机(常称为异步起动永磁同步电动机)；

异步起动永磁同步电动机用于频率可调的传动系统时，形

成一台具有阻尼(起动)绕组的调速永磁同步电动机。 

按供电电流波形的不同

p 矩形波永磁同步电动机(通常称为无刷直流电动机)   
p 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简称永磁同步电动机)

永磁同步电动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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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子的结构：
表面式转子磁路结构

表面凸出式
结构简单、制造成本较低、转动

惯量小等优点，在矩形波永磁同

步电动机和恒功率运行范围不宽

的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表面凸出式转子结

构中的永磁磁极易于实现最优设

计，使之成为能使电动机气隙磁密波形趋近于正弦波的磁极形

状，可显著提高电动机乃至整个传动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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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插入式

可充分利用转子磁路的不对称

性所产生的磁阻转矩，提高电

动机的功率密度，动态性能较

凸出式有所改善，制造工艺也

较简单，常被某些调速永磁同

步电动机所采用。但漏磁系数

和制造成本都较凸出式大。 
1－永磁体  2－转子铁心  3－转轴

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子的结构：
表面式转子磁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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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子的结构：
内置径向式转子磁路结构

“一”型 “V”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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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子的结构：
内置径向式转子磁路结构

p内置结构式转子的永磁体位于转子内部，其转子磁路

结构的不对称性所产生的磁阻转矩也有助于提高电动

机的过裁能力和功率密度，而且易于“弱磁”扩速。

p径向式结构的优点是漏磁系数小、转轴上不需采取隔

磁措施、极弧系数易于控制、转子冲片机械强度高、

安装永磁体后转子不易变形等。永磁体轴向插入永磁

体槽并通过隔磁磁桥限制漏磁通，结构简单，运行可

靠，转子机械强度高，因而近年来应用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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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子的结构：
内置切向式转子磁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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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向式结构的漏磁系数较大，并且需采用相应的隔

磁措施，电动机的制造工艺和制造成本较径向式结构有

所增加。其优点在于一个极距下的磁通由相临两个磁极

并联提供，可得到更大的每极磁通。尤其当电动机极数

较多、径向式结构不能提供足够的每极磁通时，这种结

构的优势便显得更为突出。此外，采用切向式转子结构

的永磁同步电动机的磁阻转矩在电动机总电磁转矩中的

比例可达40％，这对充分利用磁阻转矩，提高电动机功

率密度和扩展电动机的恒功率运行范围都是很有利的。

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子的结构：
内置切向式转子磁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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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子的结构：
内置混合式转子磁路结构

        混合式结构集中了径向式和切向式转子结构的优点，

但其结构和制造工艺均较复杂，制造成本也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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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子的结构

        在选择转子磁路结构时还应考虑到不同转子磁路

结构电机的交、直轴电抗Xq、Xd及其比例Xq/Xd（称为

凸极率）也不同。在相同条件下，上述三类内置式转

子磁路结构电动机的Xd相差不大，但Xq却相差较大。切

向式转子结构电动机的Xq最大，径向式转子结构电动机

的Xq次之。较大的Xq和凸极率可以提高电动机的牵入同

步能力、磁阻转矩和电动机的过载倍数，因此设计高

过载倍数的电动机时可充分利用大的凸极率所产生的

磁阻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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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发电机的工作原理

p原动机拖动转子以同步转速n运动,在气隙中产生旋转

磁场，定子导体切割该磁场产生感应电势，外加负

载时，电枢绕组中将流过pn/60频率的电流产生电枢

反应磁场，则电机气隙的磁场由电枢磁动势和永磁

磁动势共同作用所产生。

p根据机电能量转换原理，永磁同步电动机都可作为

永磁同步发电机运行。但由于发电机和电动机两种

运行状态下对电极的性能要求不同，它们的磁路结

构、参数分析和运行性能计算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许

多特点。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永磁同步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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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发电机

特
点

结构简单紧凑，可靠性高，免维护

效率高，功率密度高，体积小，质量轻

直轴电枢反应电抗小，固有电压调整率比
电励磁同步发电机小

难以通过调节励磁的方法调节输出电压和
无功功率

通常采用钕铁硼或铁氧体永磁，其温度系
数较高，将导致输出电压偏离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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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发电机的应用

航空航天用
主发电机

大型火电站
用副励磁机

风力发电

余热发电移动式电源

备用电源

车用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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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永磁电机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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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材料的选择使用

高速电机供电频率在几百赫兹，随着频率的提高，铁心
损耗会迅速增加，铁心损耗占高速电机总损耗的比重增
大，所以不能采用50Hz供电的普通异步电机的磁性材
料，而应选用高导磁，低损耗的薄片磁性材料。为了减
少铁心损耗，可选用各向同性的0 .35mm甚至更薄
（0.1mm）的硅钢片。功率密度要求较高时，选择饱和
磁密较高的硅钢片。 

Ø 铁心叠片材料的选择

为提高电机转矩密度和功率密度，选择永磁材料时应该
选用剩余磁通密度、矫顽力和最大磁能积较大的永磁材
料。还可选用据此结构以增加气隙的磁通密度（如
HALBACH阵列）。

Ø 永磁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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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的选择原则

保证电机气隙中有足
够大的气隙磁场和规
定的电机性能指标

A

在规定的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和使用条件
下应能保证磁性能的
稳定

B

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以方便加工和装配

C

经济性要好，价格适
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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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的选择原则

保证电机气隙中有足够大的气隙磁场和规定的电机
性能指标

1、气隙磁密越高越好，一般在0.7T左右，特殊情 
      况会大于1.0T。

2、气隙磁密与铁心各处磁密分布合理。

3、合理磁材料性能及较大的气隙保证在极端情况
      下不被去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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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的选择原则

在规定的环境条件、工作温度和使用条件下应能保
证磁性能的稳定

1、根据工作条件及极端情况，考虑使用H、SH、
      UH、EH、钐钴永磁等等。

2、设计计算时考虑工作温度的影响。

3、永磁材料的一致性的要求要结合实际情况。

4、氧化、锈蚀、涡流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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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机械性能，以方便加工和装配

1、根据电机性能的要求合理设计磁极的形状(内
      嵌、表贴,均匀与非均匀气隙，分块与否及大小)。

2、永磁体的加工工艺、转子冲片的加工工艺、模
      具的使用寿命。

3、转子的装配工艺。

永磁材料的选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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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要好，价格适宜

1、永磁材料牌号的选择。

2、永磁体的有效材料比例（与永磁体形状有关）。

3、转子中永磁体装配工艺的简单与复杂。

4、特殊永磁体结构的使用-聚磁、复合结构。

永磁材料的选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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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体嵌入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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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体嵌入方式的选择

Camry 
r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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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体嵌入方式的选择 多层、特殊永磁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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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电机防失磁技术

永磁电机在弱磁调速、起动、

反向、突然短路等情况下，会

有很大的去磁电流，在电机内

产生退磁磁场，使永磁体的工

作点急剧下降。最高工作温度

时的退磁曲线不是直线，如果

最大去磁工作点低于永磁体退

磁曲线的膝点, 永磁体将会发

生整体失磁(或局部失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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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电机防失磁技术

电机规
格

实际拐点位置对应的永磁体用量

直线 10％ 15％ 20％

1
0.85 1 1.11 1.28

1 1.18 1.31 1.51

2
0.87 1 1.1 1.25

1 1.15 1.26 1.44

3
0.85 1 1.07 1.23

1 1.18 1.26 1.45

三个规格电机永磁体用量与永磁材料退磁曲线拐点位置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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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电机防失磁技术

国产烧结NdFeB磁体的热稳定性情况

对近二十个厂家近200块永磁体试样进行了性能测试和分

析，测试结论如下。

120 oC时退磁曲线拐点位置的分布情况100 oC时退磁曲线拐点位置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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钕铁硼永磁电机防失磁设计准
则

    对于钕铁硼永磁同步电动机，在最大电流时永磁体

的工作点必须高于最大工作温度时退磁曲线的膝点,完全

有别于传统的设计理论与计算方法。

    用传统的计算方法计算

的最大退磁工作点是平均值，

不能反映不同位置的实际工

作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用有限元法计算最大退磁情

况下各局部工作点。

电机局部工作点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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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设计的优化及好的生产工
艺

p定子绕组一般为双层短距绕组。

p为了改善电动势波形也有采用分数槽绕组。

p为了消除永磁齿磁导转矩，有时定子铁心斜一个

定子槽。

定子槽结构

• 多槽结构-传统

• 分数槽结构

• 分数槽结构-分块结构

• 多极少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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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槽集中绕组优点：

（1）能够缩短绕组端部长度

（2）降低齿槽转矩，

（3）具有更加正弦的磁动势和电动势波形

（4）嵌线工艺简单、可采用分块绕组工艺提高材料利用率

电磁设计的优化及好的生产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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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槽集中绕组缺点：

（1）与基波绕组系数相同、转向相反、幅值最大的谐波极对数

仅与基波相差2 或者4 对极。

（2）电机内部还存在幅值较大的次谐波以及绕组系数与基波相

同的高次谐波，它们会对电机造成不良影响。

（3）电机高速运行时，谐波磁动势产生的磁场会在永磁体内感

应出涡流，产生损耗，造成永磁体温升增加，甚至去磁。

分数槽集中绕
组永磁同步电
机不太适合于
高速场合应用

电磁设计的优化及好的生产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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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定子结
构

对于低速永磁同步电动机，

极对数多，则定子槽数相

对较少。每极每相导体数

 q 少。绕组设计比较讲究。

a. 普通双层短距绕组波

      形不好；

      永磁齿磁导磁阻转矩

      大；绕组端部长，不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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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集中绕组

       一对极下放置三相集
中绕组，绕组基波系
数低，电机性能差。

c. 普通分数槽绕组

q＞1的分数槽绕组可以改
善电动势和磁动势波
形，绕组的端部长。

低速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定子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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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特殊分数槽绕组

q≈1/3  这种分数槽绕组

可以有效地改善电动势和
磁动势波形，由于绕组是
三相的每一相的相邻槽连
续缠绕的集中绕组，绕组
的端部长；且几乎已完全
消除了永磁齿磁导转矩。

     图中定子齿/极数为 24/22

低速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定子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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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设计的优化及好的生产工
艺

发
卡
绕
组

特殊的电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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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子绕组处理工艺

       电机绕组产生的热量是电机热源的

主要组成部分，为更好地散热，在定子

绕组端部采用灌封工艺，即采用导热性

能良好的灌封胶将端部热量通过机壳有效得散出。如采用耐

高温的环氧类灌封胶或有机硅型灌封胶，如果采用合适的添

加剂其导热系数可达2.0(空气的导热系数为0.023)。

        永磁同步电机作为高功率密度电机，为达到较高转速，

需采用变频器或控制器供电，为提高电机的绝缘性能，减弱

冲击电压对绕组的影响，防止电晕产生，电机线圈应采用变

频电磁线。

电磁设计的优化及好的生产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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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轴承

        由于变频器或控制器的输出存在谐波分量，因而在

电机转轴的两端容易产生高频轴电压，当该电压达到一

定数值时，将击穿油膜，在转轴、轴承和底板构成的回

路内引起轴电流，轴电流会造成油膜破坏，使滑动轴承

的轴瓦及轴颈上产生电弧灼点，或者使滚动轴承有烧伤

痕迹，同时还伴有麻点、裂纹等伤痕出现。可见轴电流

对电机轴承的损害较大。

        为避免轴电流的产生，在较大容量的高功率密度电

机中一般采用绝缘轴承的设计方式。

电磁设计的优化及好的生产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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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机转子-离心力问题

        由于永磁电机“V”形转子与“一”形转子相比，

输出转矩大，反电势波形好，因而永磁电机转子常采用

“V”形转子。但“V”形转子由于在磁桥处脆性较大，

机械强度低，在电机高速运行时，由于离心力很大，很

有可能对电机转子叠片造成不良影响。以一台高功率密

度永磁同步电机为例，对其进行了调速试验研究。试验

用电机的输出功率为200kW，6极，额定转速为9000r/min。

电磁设计的优化及好的生产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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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机转子-离心力问题

电磁设计的优化及好的生产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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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转子-转子发热问题

分数槽绕组结构的电机与一般整数槽绕组具有较高的功率密度，

幅值较大的、接近基波的电枢反应磁势谐波。不适用于高速。

（1）较大的转子损耗-发热-去磁

（2）较大的噪声振动

高转速的永磁电机由于气隙中的空间及时间谐波会使转子的损

耗大增，解决措施：

（1）适当增大定子槽数

（2）适当减小定子槽口宽度

（3）适当增加极弧系数

（4）减小电流谐波，转子加装复合屏蔽层

电磁设计的优化及好的生产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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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方式的合理设计

常用冷
却方式

自然
冷却

强迫
风冷

定子
水冷

油内
冷

由于工艺水平的原
因，目前国内基本
上采用风冷和定子
水冷的方式。

国外一般会采用定
子水冷、转子油冷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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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的自然风冷不再适用

2 开启式少用

3 特殊的强迫风冷方式

 风冷

冷却方式的合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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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冷

封闭的液体散热系统

冷却方式的合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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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内冷

轮毂电机实例 混合动力用电机- Prius

冷却方式的合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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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内冷+水冷冷却方式

 电流密度

  20A/mm2

冷却方式的合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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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风冷与水冷冷却方式的比较

冷却方式的合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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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风冷与水冷冷却方式的比较

冷却方式的合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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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高效的冷却方式

 强制油内冷技术

冷却方式的合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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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本体的轻量化设计

    为减轻电机重量，提高电机的功率密度，在电机设

计时，电机的机壳采用比重较轻的铝壳，同时，为减轻

转子的重量，一方面采用空心轴承代替实心轴承；另一

方面，在磁路允许的情况下，采用转子铁心去重，即以

转子铁心开孔的方式降低重量。

Prius-空心轴+冲片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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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永磁电机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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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速范围3倍

高功率密度

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

过载能力要求高，一般在2
倍以上

小体积以及适合车内的特
殊封装设计

新能源汽车对驱动
电机的要求和普通
工业领域是不相同
的，主要包含几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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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点：具有较高的效率

       功率因数可达到或接近于1.0
       高效率区域宽

       稀土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子结构多样

       可配合控制灵活设计参数

       体积小，功率密度高

 缺点：弱磁扩速困难，电流要预留弱磁所

       需余量。

永磁同步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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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
同步
电机

ISG
电机

BSG
电机

集中
驱动
电机

轮毂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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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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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

功能 弱混 中混 强混 插电 纯电动

典型车型
奇瑞 

BSG(法
雷奥BSG)

本田
Insight

丰田
PRIUS

通用
VOLT

日产
LEAF

电功率比例 5-10% 10-20% >30% >50% 100%

节油效果 5-12% 15-25% 25-40% >50% 100%

成本增加
（万元）

0.2-1.0 3-4 3-4 6-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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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驱动电机

    集中驱动式新能源汽车与传统内燃机汽车的驱动结

构布置方式相似，用电动机及相关部件替换发动机机，

或者与发动机组合，通过变速器、减速器等机械传动装

置，将力矩输出，传递到左右车轮驱动汽车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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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驱动电机

    自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研制并推出第一款以永磁同步

电机作为汽车驱动电机的电动汽车以来，世界上各大生产

汽车的厂商纷纷追随，效仿其研制永磁电机，并广泛应用

到实际生产电动汽车的驱动电机中。  

第一代Toyota Prius 第三代Toyota P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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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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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驱动电机

        Prius电动汽车采用额定

功率为60kW的永磁同步电

机作为它的驱动电机，永磁

电机的转子磁路结构采用

“V”型转子结构。

        电机的最大输出转矩能够达到207N·m，最高转速

已经可以达到13500r/min，最高效率可达95%。此款永

磁电机的转子叠片采用缺口设计，增加了电机的比功

率，同时也提高了电机的工作效率。

2010 款 Toyota P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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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功率为 53kW 的永

磁同步电机作为驱动电机，

采用发卡绕组，最大输出转

矩为163N·m，最高转速为

17000r/min，最高效率可达97%，最大允许电流密度高

出2010款电机58%，功率密度从1.6kW/kg提高到了

1.7kW/kg，定子直径由269mm降到了215mm，体积更

小，槽满率提升15%，永磁体用量降低15%。转子采用

高速化加强的“V”“一”结构，以及正弦化永磁体设

计，降低了定子铁耗和转矩脉动。在一个槽内永磁体

分为两块，降低了高速时永磁体上的涡流损耗。

2017 款 Toyota Prius集中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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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值功率 12.4kW@840rpm

峰值转矩 136Nm

极数 16

冷却方式 自然

分块式
定 子 ,
工艺性
好，材
料利用
率高

HONDA  ACCORD集中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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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DA  ACCORD（混动）

驱动电机最大
转矩315N·m

系统最大功率
158kW

集中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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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LEXUS LS 600H HYBRID 
SYNERGY DRIVE SYSTEM

峰值功率 165kW@5250rpm
峰值转矩 300Nm

极数 8

冷却方式 定子喷射油冷

集中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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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美国橡树岭实验室成功研制出一台无刷混合励
磁永磁同步电机，其额定功率33kW，峰值功率可以达到电
机额定功率的1 . 5倍而电机的最高转速可以达到上万
16000r/min。

美国开发研制电动汽车比日本稍晚集中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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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德国

研制出最大输出功率

为32kW、最高转速为

12500r/min的永磁同

步电机，其第三代奥

迪混合动力汽车即采

用了该款电机作为驱

动电机。

集中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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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电动汽车用永磁同步电机的设计开发水平较国外先
进技术还具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电机的峰值功率和最高转速
研究上有待提高。

电动汽车电机生产企业的主要产品

单位或产品
额定功

率/kW

峰值功率

/kW

额定转矩

/N·m

峰值转矩

/N·m

最高转速

/r/min

比亚迪F3e 35 70 …. …. 6700

瑞虎3EV 45 90 215 …. ….

南车时代 45 60 …. …. ….

红旗轿车 20 …. 60 …. ….

江淮和悦 35 60 …. …. ….

上海电驱动 42 88 100 210 11500

深圳大地和 60 120 286 635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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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在哈飞Plug-In混合动

力轿车上的永磁电机及其

控制系统。
额定功率:  12.5 kW
峰值功率：25kW（持续时间≥1分钟）

额定转速：1750r/min
最高转速：6000rpm
最高效率：≥92%
峰值扭矩：137Nm
电机工作环境温度：－30℃－105℃

冷却方式：定子水冷\转子风冷

位置检测：内置外转子磁阻旋转变压器

集中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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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kW/35kW定子水冷永磁同

步电机应用于长安迷你奔奔

汽车上。

额定功率：18kW
峰值功率：35kW（持续时间≥1分钟）

额定转速：2000r/min
最高转速：6500r/min
最高效率： ≥93%
峰值扭矩：167Nm
电机工作环境温度：－30℃－105℃

冷却方式：水冷

位置检测：外挂旋变 

集中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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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G电机

        ISG（Integrated Starter Generator，集成起动/发电一体化电

机）混合动力系统采用发动机和电机转矩叠加的方式进行动力

混合，发动机与电机和变速器相并联。在加速时，电机助力，

弥补发动机低速扭矩低的不足，在减速和制动时实施刹车能量

回收，使电机发电并储存于动力电池中。在停车时发动机关闭，

消除油耗高、排放差的怠速状态；起动时电机则瞬时起动发动

机进入工作状态。

轻混或中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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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G电机

三
种
布
置
方
式

电机布置在发动机后离合器前的单离合器结
构方式，这种结构中的电机主要起助力、发
电和起动发动机用，电机一般不能单驱动车
辆运行；

电机布置在离合器后变速箱前的单离合器结
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中电机可单独驱动车
辆，也能助力发电，但不能启动发动机；

电机布置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双离合器
结构，这种结构既可单独驱动车辆，也可起
动发动机或独立对电池进行驻车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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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G电机

本田INSIGHT(串联式混合动力)

ISG电机最大功率
10kW/1500rpm，最大
扭矩78N·m/1000rpm。
在日常行驶过程中，
依靠发动机提供动力
为主，电机作为辅助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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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荣威e550

ISG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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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ISG电机

        奇瑞ISG中度混合动力汽车应用在奇瑞A5车型上，采

用发电机和电机并联模式，母线电压为144V，峰值功率

为16.5kW(1400r/min)，峰值转矩为112N·m (14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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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G电机实例

额定功率30kW

最高转速3400r/min

连续工作温升＜75K

电压调整率＜7%

电压波形畸变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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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G电机

皮带驱动起动发电

（Belt-driven Starter 
Generator, BSG）系

统

        发动机与电机之间采取皮带传动方式进行动力传输，以发

动机为整车的驱动动力源，电机系统用于实现发动机的快速起

动。在正常行驶工况下，BSG电机有发动机驱动发电，给蓄电

池充电。当车辆停下时，发动机运转停止，消除怠速状态，再

起动时，BSG电机快速起动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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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动机前端用皮带将BSG电机与发动机连接，取代了

发动机原有的发电机，从而实现了混合动力系统一体化。 
BSG电机末端通过逆变器和电池连接，为保证电池电量过低

或低温下发动机起动的可靠性，保留了传统的起动电机。

微混或弱混

        典型代表，奇瑞A5的BSG电机，采用48V动力传动技术，通
常节油10%以下。

BSG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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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秦Pro BSG电机

峰值功率25kW

峰值转矩60N·m

最高转速15000r/min

效率94%

 P0+P3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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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G电机

东风EQ7200HEV
3kW永磁无刷直流电机

额定电压42V
额定转速3000r/min
额定转矩52N·m

上汽BSG
144V镍氢电池

13kW永磁同步电机

额定转矩42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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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GE48V轻混系统-法雷奥BSG电机

法雷奥BSG电机采用混

合励磁爪极电机，最大

功率12kW
最大扭矩50N·m
风冷散热

4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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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G电机常用爪极电机，上图为混合励磁爪极电机的定转

子结构和整机图。

博瑞GE48V轻混系统-法雷奥BSG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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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磁路：永磁体N极-爪极N
极-主气隙-定子齿-定子轭-定子

齿-主气隙-爪极S极-永磁体S极

电励磁磁路（三维磁路）：转

子轭-爪极N极-主气隙-定子齿-
定子轭-定子齿-主气隙-爪极S
极-永磁体S极-转子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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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励磁爪极电机调磁方便，减小漏磁和励磁损耗，

提高功率密度和低速输出能力，转速高体积可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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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毂电机

轮毂电机是将轮毂和驱动装置直接合并为一体的电机，

也就是将电机、传动和制动装置都整合到轮毂中，俗称

电动轮，有称其为轮式电机、车轮电机。与传统的集中

动力驱动相比，轮毂电机的布局更为灵活，不需要复杂

的机械传动系统，并且可以实现多种复杂的驱动方式，

甚至可以实现原地转向，轮毂电机驱动技术将在未来的

新能源车中拥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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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毂电机

        减速驱动轮毂电机系统通过连接固定传动比的减速

装置，达到“减速增扭”的效果。减速驱动轮毂电机常

采用高速电机，因此功率密度较高。

       直驱轮毂电机外转子直接与轮毂连接，电机转速一

般在2000r/min以内，无减速机构，整体结构更加紧凑，

缩短了轴向尺寸，提高电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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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庆应大学清水浩教授1991年-2011年

IZA电动汽车-外转子永磁同步轮毂电机

ECO电动汽车-永磁同步电机及行星齿轮减速

KAZ电动汽车-25kW永磁轮毂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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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浩教授SIM-DRIVE团队2011年-2014年

SIM-LEI，SIM-CEL和SIM-HAL样车

直驱永磁同步电机最高输出功率达到65kW，最大转矩达

到700N·m，转矩密度增至14N·m/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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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K公司一体式传动机构的轮毂电机

       单个电机最大功率为25kW，最大驱动转矩850N·m，重量

32kg。这种创新型驱动装置由两台电动机、两个行星齿轮系统

和一个单向离合器组成，可以达到加速和上坡时所需的高转矩

及公路上行驶时需要输出的最大转速。该产品所采用的电机能

被安装到16英寸的车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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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an Electric 公司Protean Drive系列轮毂电机

轮毂电机外转
子与标准轮胎
轮辋相连，通
过电机外转子
驱动车轮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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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TM4公司轮毂电机
轮毂电机的外转子壳与

汽车轮毂连接，在结构

上实现了电机转子、轮

辋以及制动器等部件的

集成，使得轮毂电机驱

动系统的结构更加紧凑

，系统总质量得以降低

。
额定功率 18.5kW
峰值功率 80kW
额定转矩 185Nm
额定转速 950rpm
峰值转速 1385rpm

额定工况效率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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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E-Traction公司轮毂电机

E-Traction公司采用外转子直

驱轮毂电机方案，电机的最高

转速500r/min，直驱轮毂电机

的传动效率比减速驱动电机的

传动效率提高15%。

首个在商用车上应用直驱轮
毂电机方案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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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米其林主动轮方案

典型的减速驱动方案，
轮毂电机的驱动功率
30kW，电机的安装
方式为主动悬挂电机，
且集成了主动悬挂、
减震器弹簧以及刹车
卡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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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舍弗勒集团（Schaeffer AG）轮毂电机

E-Wheel Drive轮毂电机采

用外转子结构，两台电机

直接安装在Ford Fiesta的
两个后轮上，采用水冷设

计，峰值功率40kW，持

续功率33kW，峰值转矩

700N·m。但相比于传统

汽车，其每个电机总成的

质量为52kg，比替换掉的

车轮轴承以及制动装置等

总体的质量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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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轮毂电机

采用15对极双转子轴向电机，

可输出500N·m的峰值转矩，

在峰值转速1200r/min的条件

下可以输出25kW的峰值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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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YASA公司轮毂电机

采用轴向磁通的拓扑结构，在同

等条件下（功率/转矩输出），

电机的尺寸仅相当于径向电机的

二分之一，质量仅相当于三分之

一，由此可以使用更少的铜和铁

，降低了成本。YASA750电机轴

向长度仅为98mm，产生790N·m的峰值转矩，200kW峰

值功率，最高效率达到96%，而质量仅为37kg，功率密

度达到5.4kW/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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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项目轮毂电机

下一代轮毂电机
驱动系统的研发

8.5kW
650/1300r/min
124/250Nm
312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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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永磁电机在

风力发电机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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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支
撑
结
构
风
机
图

直驱式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大型永磁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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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驱式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双支撑结构风机图 转子结构示意图

大型永磁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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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驱式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国内已成功开发出1~3MW的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

每分钟只有十几转。 

p省去了增速齿轮箱

p提高效率和可靠性

p提高了单位kW的发电量

应
用
越
来
越
广
泛 

大型永磁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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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直驱式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在同样功率时，电机的重量与其转速成反

比。MW级的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重几十

吨，每台用钕铁硼永磁1吨多，电机的运输和

吊装都比较困难。因此又出现了经一级齿轮

增速的半直驱式永磁风力发电机。

大型永磁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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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两台吊车吊发电机图示 

电机的运输和吊装问题

大型永磁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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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直驱式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小型：kW级

中型：几十kW～200 kW
大型：3MW～5MW
转速：几十 r/min～150 r/min

半直驱永磁风力发
电机模型

大型永磁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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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株洲半直驱式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6MW表贴式永磁同

步风力发电机

大型永磁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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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Multibrid公司半直驱式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5MW表贴式永磁同步

风力发电机，14对极，

额定转速14.8r/min

大型永磁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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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能源小型永磁风力发电
机
分布式
风力发
电系统

环境适应性强，无论是高原、山地，还是海岛、边远地区，
只要风能达到一定的条件，都可以正常运行，为用户终端供
电。
分布式风力发电系统中各电站相互独立，用户由于可以自行
控制，不会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所以安全可靠性比较高。

分布式风力发电可以弥补大电网安全稳定性的不足，在意外
灾害发生时继续供电，已成为集中供电方式不可缺少的重要
补充。
实时监控区域电力的质量和性能，非常适合向农村、牧区、
山区，发展中的中、小城市或商业区的居民供电，大大减小
环保压力。
输配电损耗很低，甚至没有，无需建配电站，可降低或避免
附加的输配电成本，同时土建和安装成本低。

可以满足特殊场合的需求，如用于重要集会或庆典的(处于热
备用状态的)移动分散式发电车。

调峰性能好，操作简单，由于参与运行的系统少，启停快速，
便于实现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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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转子永磁风力发电机

内转子永磁风力发电机

分布式能源小型永磁风力发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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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磁通定子无铁心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无槽环形永磁风力发电机

分布式能源小型永磁风力发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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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磁通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Halbach阵列

双转子无铁心轴向磁通永磁风力发电机

分布式能源小型永磁风力发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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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励磁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分布式能源小型永磁风力发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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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聚磁式横向磁通永磁盘式风力发电机

分布式能源小型永磁风力发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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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双定子永磁同步发电机

分布式能源小型永磁风力发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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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永磁电机在大功率高速
电机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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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

应用场合

高速永磁电机 空压机

新能源汽车

高速磨床

储能飞轮

鼓风机

余热透平

微型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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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定子结
构
极槽配合

高速永磁电机一般设计为2极或4极。

p 对于2极电机，永磁体可采用整体结构，定子电流和

铁心中磁场的交变频率较低，有利于降低高频附加

损耗，但2极电机的定子绕组端部较长、铁心轭部较

厚。

p 4极电机与2极电机相反，定子绕组端部较短，铁心

轭部较薄，但定子绕组电流和铁心中磁场的交变频

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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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槽配合

槽数有多槽、少槽和无槽 3 种方案可选择。

p 无槽方案不产生高频齿谐波磁场，对减小转子涡流

损耗十分有利，但气隙较大，永磁体产生的气隙磁

通密度小，永磁材料利用率低。

p 少槽方案气隙磁通密度谐波幅值大，转子涡流损耗

大。

p 多槽方案既可获得较高的气隙磁通密度，提高材料

利用率，又不会产生过大的转子涡流损耗。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定子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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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组型式

传统绕组 背绕式环形绕组

        高速永磁电机极数的选择一般为2极或者4极，传统定子

绕组的端部较长，其主要尺寸比大，为了尽量缩短电机转子

的轴向长度，缩短电机定子绕组的端部长度，定子绕组可采

用环形绕组结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对增加转子的刚

度，提高转子的机械性能。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定子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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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子交流铜耗

        受高频集肤效应和邻近效应的影响，定子导体内

部电流密度分布不均匀，使得绕组等效电阻增大；此

外，槽内漏磁或无槽电机主磁场切割导体产生涡流，

定子铜耗进一步增大。

定子铁耗

        定子铁耗占电机损耗很大一部分，常规损耗计算

包括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同时高频交变磁场下趋肤

效应增加了定子铁心损耗，在铁耗计算中不可忽略。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定子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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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子铁心材料 合理选择铁心材料降低铁耗

• 超薄低
铁耗

• 铁耗较
硅钢低
抗拉强
度较小

• 高频下
铁耗小

• 铁耗最
低饱和
磁密较
低

硅钢
片

钴钢
片

SMC
非晶
合金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定子结
构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转子结
构
内置式永磁转子

传统内置式永磁转子
结构在高速运行时易
在隔磁桥处应力过大
的问题，内置式高速
永磁转子多采用永磁
体分段，并在永磁体
段间设置加强筋的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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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贴式永磁转子

实心永磁

体平行充

磁

环形永磁

体转子外

径较小高

速电机

面包型永

磁体；气

隙磁密更

正弦

对于表贴式永磁转子必须对

永磁体采取保护措施：在永

磁体外用高强度非导磁保护

套；采用碳纤维等高强度纤

维捆扎。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转子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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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贴式永磁转子

永磁体分段 Halbach分块充磁永磁体

永磁体分块降低永

磁体涡流损耗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转子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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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动力学

        转子的长度主要受限于转子临界转速。在转子临界转速，

转子会产生某次机械共振。每一种转子存在几种机械弯曲模态。

在最低的临界转速，转子弯曲像一根香蕉有两个节点，在第二

个临界转速，转子弯曲成S形具有三个节点，以此类推。有一

些扭转弯曲模态可能会限制转子的使用。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转子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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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

1） 滚动轴承配合弹性支承和挤压油膜阻尼器

2） 滑动轴承

3） 电磁轴承

4） 弹性箔片气体轴承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转子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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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冷却方
式空冷

        在定子槽内开设内风道，在电机机壳外侧设置有外风道，

冷却空气从电机一端进入，从另一端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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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

在机壳内设有冷却水道对电机进行散热。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冷却方
式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风冷和水冷相结合

        在定子槽内开设轴向通风道，在定子机壳开设了中间

进水和两端出水的两条并联支路螺旋水路。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常用

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的冷却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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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代永磁电机的

其他应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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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特种电机

盘式永磁电机

        盘式永磁电机的气隙是平面

型的，气隙磁场是轴向的，可以

使电机制成扁平型，可获得很高

的转矩密度。如制成多气隙组合

式结构，可以进一步提高转矩，

特别适合于大力矩直接驱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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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式无铁心永磁电机

传统电机：

为了减少磁路的磁阻，都选用高

磁导率的硅钢片叠压制成定、转

子铁心，导致体积大、质量大

(铁心重占总重的60%左右)、损

耗 大 ( 铁 心 损 耗 占 总 损 耗 的

20%~30%)、振动噪声大(铁心有

齿有槽是产生电磁噪声的根源)，
难以满足高性能调速系统的要求。

无铁心永磁电机：

电机的质量可以大幅度

下降、效率提高、振动

噪声显著降低，同时具

有更低的转动惯量、更

快的响应速度、更宽的

调速范围、更长的使用

寿命 

永磁特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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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式无铁心永磁电机

采用聚磁
型永磁体
结构，产
生正弦形
的气隙磁
密。

永磁特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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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式无铁心永磁电机

轴向尺寸短，可适用于严格

要求薄型安装的场合；

当采用无铁心电枢结构时，

不存在齿槽引起的转矩波动；

不存在磁滞和涡流损耗，效

率较高；

电枢绕组端面直接接触气隙，

有利于电枢绕组散热。

永磁特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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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式无铁心永磁电机

永磁特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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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CORE
公司500HP

永磁特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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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速
大转矩
电机

圆筒直
线电机

永磁特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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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圈电动机

        计算机磁盘驱动器中用于驱动读写磁头作往复运动的动

圈式直线电动机需要高性能永磁体以保证足够的灵敏度，缩

小体积和减轻质量。日、美等国钕铁硼永磁销售量的一半左

右用于制造音圈电动机。

永磁特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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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悬浮

永磁悬浮应用在交通优点是节能，

它阻力系数约为滚动阻力的1/10。
与电磁悬浮相比(如上海悬浮交

通、日本超导悬浮列车方案)永
磁悬浮不需要复杂的控制技术即

可保障不失磁。电磁轨道与车体

永磁相结合，永磁悬浮技术将改

变磁悬浮高技术、高制造成本、

高精度难实施的情况，使其低制

造成本容易实施，更易于普及推

广。

永磁特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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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推进电机

对推进电机的要求

满足调
速和推
进功率
需求

高转矩
密度

低噪声
高功率
密度 永磁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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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Siemens公司-潜艇用永磁推进电机

p 研制出  P E RMA S Y N永磁推进电机，额定功率等级为

1.7MW-5MW，转速150r/min，定子采用12相波绕组结构，

转子采用多极表面式磁路结构，应用于U31潜艇。

p 2019年西门子公司首次推出

      新一代潜艇用模块化可扩展

      FLEX PM Permasyn 永磁体

      紧凑型推进电机，以在更广

      泛的应用范围内满足动力需

      求。

永磁推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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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蒙-施奈德公司-潜艇用永磁推进电机

p 1987 年制造了一台 400kW，500r/min的永磁推进电

机样机。

p 1992年又设计制造了一台13相1.8MW，300r/min永
磁推进电机，其转子采用表面式磁路结构，成功地

进行了试验。

p 还设计制造了一台3.3MW，160 r/min永磁推进电机，

已装备智利海军“蝎子”号潜艇。

永磁推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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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Rolls-Royce公司-船舶用永磁推进电机

        1997年英国Rolls-Royce公司研制出16-24MW，180 
r/min的永磁横向磁通电动机，目前已装备于皇家海军舰船

永磁推进系统。

DRS Technologies公司-船舶用永磁推进电机

        研制开发了36. 5MW，额定转速在127 r/min的永磁同步

推进电机供给美国海军舰船，其电机满载时效率达到97. 5%。

永磁推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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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MW永磁推进电机在美

国DDG1000朱姆沃尔特

级驱逐舰测试

永磁推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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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大转矩永磁电机

外转子径向磁通永磁电机

         Halbach外转子径向磁通永磁电机，定子采用分数

槽集中绕组可进一步提高转矩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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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大转矩永磁电机

轴向磁通永磁电机

单定子单转子

单
定
子
双
转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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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大转矩永磁电机

轴向磁通永磁电机

多盘式 无铁心

 Y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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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大转矩永磁电机

横向磁通永磁电机

横向磁通永磁电机的结构复杂，内

部磁场呈三维分布，在转子和定子

铁心的齿部, 磁通沿径向平面流通, 
而定子铁心轭部的磁通沿轴向流通, 
流通方向相互垂直，必须进行三维

电磁场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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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齿轮复合永磁电机

基于磁场调制原理，将磁齿轮和永磁同步电机在机构
上结合。

简化

低速大转矩永磁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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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游标电机

基于磁场调制原理，将气隙中定子低极对数磁场调制成

转子高极对数的磁场，从而实现自降速、提高输出转矩。

聚
磁
式

多
齿
分
裂
极

低速大转矩永磁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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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伺服电机

机床用永磁伺服电机

优 

势

振动噪声低，该系列电机在调速范围内可无极可调，

运行稳定，振动噪声低

动态性能好，低速运行平稳，转矩脉动和转速脉动小，

转矩脉动小于2.5％，转速脉动小于1％

过载能力高，有的高于5倍能完全满足机床上的需要

效率、功率因数高，节能效果明显

采用新颖的结构设计，使电机的有效材料重量显著降

低，体积小、功率密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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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用永磁伺服电机

开发的高速机床主轴永磁

电机，该电机为7.5kW；

调速范围宽，调速比高达

1：22500；极限转速高，

达到9000r/min；最低转速

低，只有0.4r/min；恒功

率调速比高，达到1:6。
主轴永磁同步电动机

的磁路结构

永磁伺服电机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机床用永磁伺服电机

机床用永磁交流伺服电
机实际应用到机床上

永磁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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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引机用永磁伺服电机

         原有齿轮传动的电梯曳引机，因齿轮箱的存在综合

效率仅为65％左右，且振动噪声很大，维护也较困难。现

采用无齿轮曳引永磁电机后，效率可提高近25个百分点，

且动态性能较好，特别是低速时运行平稳。每台每年节约

电费3000多元，有功节电率可达28.9％。

永磁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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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引机用永磁伺服电机

电机采用此结构轴向尺

寸短，重量轻，体积小，

结构紧凑，满足了伺服

调速系统高性能的要求，

也提高了电机的功率密

度。所开发的样机定子

外径为560mm,而轴向铁

心长仅为90mm。

永磁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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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速永磁伺服电机

额定功率2.8

额定转速：5.83

超低速
（最低转速为5小时1转）

永磁伺服电机

永磁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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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速永磁伺服电机

        解决了制约薄环超低速大转矩永磁电机的加工及工

装工艺等关键技术问题，开发了“2.8千瓦超低速永磁同

步电动机”。

永磁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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