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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永磁变频螺杆压缩机是未来螺杆压缩机的发展趋势 。本文针对所设计的额定功率 45kW、额

定转速 4000r/min压缩机用永磁电机转子结构进行了研究 。研究内容包括 ：①用有限元法分析了

不同隔磁磁桥宽度对电机性能的影响 ；②利用非均匀气隙方法对电机的转子结构进行了优化并分

析了非均匀气隙对电机性能的影响 ；③利用 ANSYS有限元软件，对优化前、后转子结构进行机械强

度有限元计算，验证了设计电机的安全性 。

关键词：螺杆压缩机；隔磁磁桥；永磁电机；机械强度计算
中图分类号：TM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076（2015）07-0022-05

1 引言

压缩机一直是用电大户 ，据不完全统计，压缩机

用电量占工厂用电量的 30%～40%，占全国发电总

量8%以上，作为用电大户的压缩机产品的节能问

题是今后我国节能减排的重点
［1］。电机是压缩机

的心脏，其效率的高低是压缩机能效提高的重要影

响因素
［2］。目前国内变频螺杆压缩机大多采用异

步电动机驱动，而异步电动机效率低 、变频控制比较

复杂，因此，永磁电机以其优异的性能成为许多科研

机构研究和开发的对象 。

本文研究的永磁电机与压缩机主机采用内嵌式

一体轴直连结构 ，即电机转子与压缩机共轴 ，提高了

传动效率，进一步提升了整体效率 ，达到节能效果 。

目前，采用永磁电机驱动的压缩机并不是非常普遍 ，

只有一些知名的厂家开发了永磁电机驱动的压缩

机。除了主要的技术上的原因外 ，永磁材料的价格

是限制其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随着国家节能

减排政策的不断实施以及技术的进一步完善 ，永磁

变频压缩机是未来螺杆压缩机的发展趋势 。

2 磁桥宽度对电机性能影响

隔磁磁桥的作用有两个 ：①将转子冲片连成一

个具有足够机械强度的整体 ；②通过磁桥部位漏磁

通的饱和限制永磁体的漏磁
［3］。

隔磁磁桥宽度越小 ，磁桥部位磁通越饱和 ，限制

漏磁效果越好；但是其宽度不能过小 ，否则将使冲片

机械强度变差，缩短冲模的使用寿命 。隔磁磁桥长

度尺寸大小的变化对磁桥部位磁通影响不是很大 。

本文在保持电机其他参数不变的前提下 ，以0.2mm

为间隔，对比了 0.8～1.8mm之间不同的磁桥宽度

下电机的整体性能 。

图1为转子隔磁磁桥结构 ，其中 b为磁桥宽度；

表1为采用不同隔磁磁桥宽度下空载漏磁因数 、气

隙磁密正弦性谐波畸变率变化规律 ；图2为隔磁磁

桥处磁力线。

图1 转子隔磁磁桥结构图

Fig．1 Structureofrotormagneticbridge

由表 1可见，随着隔磁磁桥宽度增加 ，气隙磁密

正弦性畸变率变化较小 ，反映出磁桥宽度对气隙磁

密畸变率影响较小 ；而电机的漏磁因数由 1.234增

加至1.355，这是因为，永磁体向外磁路提供的总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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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隔磁磁桥宽度下磁桥处磁力线

Fig．2 Magneticlineofforceunderdifferent

magneticbridgewidths

表1 不同隔磁磁桥宽度下漏磁因数和

气隙磁密畸变率

Tab．1 Magneticfluxleakagecoefficientandairgap

fluxdensityaberrationrateunderdifferent

magneticbridgewidths

磁桥宽度 /mm 漏磁因数 畸变率（%）

0.8 1.255 37.44

1.0 1.271 37.56

1.2 1.288 37.64

1.4 1.315 37.68

1.6 1.337 37.72

1.8 1.355 37.75

通是不变的，随着隔磁磁桥宽度的增加 ，经过磁桥部

分的磁力线增多（见图2），导致漏磁通增加 、主磁通

减少，进而影响电机的性能 。

3 非均匀气隙对电机性能的影响

永磁同步电动机多采用均匀气隙的结构 ，气隙

磁场中含有大量谐波 。本节通过改变转子结构的形

状，将转子原来的内外径同心改为等半径 ，这样一方

面使得永磁同步电动机具有较好的正弦波气隙磁

场；另一方面，永磁体采取偏心结构 ，提高气隙磁密

正弦度，减小空载磁密谐波大小 ，提高基波分量 ，改

善电动机性能。

对于传统电机来说 ，转子冲片是一个标准的圆

形，即转子冲片外圆是以点 O为圆心的圆 。采用不

均匀气隙结构后 ，在永磁体磁极跨距范围内对应的

转子冲片圆周以点 O'为圆心，其余部分仍以点 O为

圆心，定义 OO'为偏心距
［4］
，δmin、δmax分别如图 3所

示。

图3 偏心气隙结构示意图

Fig．3 Diagramofnon-uniformairgap

当采用不同的偏心距 OO'时，空载气隙磁密波

形正弦性畸变率如图 4所示；图 5为采用不同的

δmax/δmin值时气隙磁密基波幅值 ；不同的偏心距 OO'

时气隙磁密基波幅值参数见表 2。

图4 不同 δmax/δmin时空载气隙磁密波形正弦性畸变率

Fig．4 Waveformofno-loadairgapfluxdensitydistortion

rateondifferentδmax/δmin

由图 4可以看出，随着 δmax/δmin增加，空载气隙

磁密波形正弦性畸变率逐渐减小 ，此外，随着偏心距

的增加，电机漏磁因数增大 ，从而导致气隙磁密基波

幅值和反电动势降低 ，电机性能降低。

因此，为了保证电机的性能 ，要综合考虑来选取

δmax/δmin的值。本次设计中采用不均匀气隙前空载

气隙波形正弦性畸变率为 37.64%，采用非均匀气

隙后在 δmax/δmin等于2附近时空载气隙磁密波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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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偏心气隙电机性能对比

Tab．2 Performancecomparisonofdifferentairgapeccentricities

δmax/δmin 1.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偏心距 /mm 0 2.75 4.06 5.33 6.55 7.74 8.90 10.01 11.10 12.15

气隙磁密基波幅值 /T 0.61100.60600.60460.60140.59930.59690.59240.59110.58970.5874

畸变率（%） 37.64 33.51 31.72 30.15 28.62 27.24 26.04 24.82 23.65 22.76

图5 不同 δmax/δmin时气隙磁密基波幅值

和反电动势

Fig．5 Amplitudeofairgapfluxdensityandcounter

electromotiveforceondifferentδmax/δmin

弦性畸变率为 22.76%，减小了 39.5%。

4 转子机械强度分析与计算研究

在电机的设计中 ，为使电机能安全运行于性能

指标所要求的整个转速范围内 ，应该校核计算电机

转子结构的机械强度 ，从而使电机转子超速运转时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不发生严重的塑性变形和破

坏
［5］。

图6 塑性材料应力曲线图

Fig．6 Stresscurveofplasticmaterial

塑性材料的应力应变图如图 6所示，从 O点到

a点的弹性阶段 ，材料的形变与所加的应力呈线性

关系，超过 a点之后材料就会呈微弯状 ，在 ab段内

力卸载之后形变能完全恢复 ，b点对应的应力 σe为

弹性极限，超过 σe就会出现塑性形变 ，σe是材料产

生弹性变形的最大应力
［6］。

本电机采用的硅钢片为 DW270-35，这款硅钢

片的机械性能见表 3。

表3 硅钢片力学性能

Tab．3 Mechanicalpropertiesofsiliconsteelsheet

公称

厚度

/mm

密度

/（kg/dm3）

抗拉

强度

/（N/mm
2
）

屈服

强度

/（N/mm
2
）

延伸

率

（%）

硬度

HVI

弯曲

次数

0.35 7.65 537 412 21 212≥10

4.1 均匀气隙下转子机械强度有限元分析

图7为转子 1/6受力模型 ，由图中可以看出 ，

“一”型 IPM转子由于转子离心力分布载荷力臂很

长，大弯矩造成隔磁磁桥处的大应力和相邻隔磁磁

桥的中间位置处的大变形 ，切应力与形变随转速的

增加而迅速增加 。

图7 转子 1/6模型受力分析

Fig．7 1/6forceanalysisofrotor

图8为磁桥宽度 0.8～1.8mm时转子磁桥处应

力分布图；表4为不同磁桥宽度应力 、形变量参数对

比。通过图 8可以看出，转子应力的最大值出现在

转子的磁桥部分 ，这说明磁桥是转子应力最大的地

方，也是最薄弱的地方 。磁桥的宽度要同时考虑到

磁场和机械应力要求 。此时磁桥处的最大应力为

183.98N·m，安全系数为 2.24。

4.2 非均匀气隙下转子机械强度有限元分析

图9为经过气隙磁密优化后的电机转子结构 。

图10为优化后磁桥宽度 0.8～1.8mm时转子磁桥

处应力分布图；表5为不同磁桥宽度应力 、形变量参

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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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磁桥宽度应力分布

Fig．8 Distributionofstressondifferentmagnetic

bridgewidths

表4 不同磁桥宽度下应力 、形变参数对比

Tab．4 Stressanddeformationparameterscomparedunder

differentmagneticbridgewidths

磁桥宽度
/mm

0.8 1.0 1.2 1.4 1.6 1.8

应力/Pa235.32198.97183.98161.93145.93138.89

形变量
/mm

0.04860.04680.04170.03930.03740.0357

安全系数 1.75 2.07 2.24 2.54 2.83 2.97

图9 非均匀气隙转子结构

Fig．9 Non-uniformair-gaprotorstructure

从图10可以看出，在将转子结构进行非均匀气

隙优化后，电机转子应力在 4000r/min时表面分布

与优化之前差别很大 。由表 5可以看出 ，磁桥宽度

图10优化后不同磁桥宽度下磁桥处应力分布

Fig．10Optimizedstressdistributionofmagneticbridgeunder

differentmagneticbridgewidths

为0.8～1.8mm时，磁桥处最大应力由 285.36N·m

减小至132.50N·m。
表5 优化后不同磁桥宽度下应力 、形变参数对比

Tab．5 Optimizedstressanddeformationparameters

comparedunderdifferentmagneticbridgewidths

磁桥宽度
/mm

0.8 1.0 1.2 1.4 1.6 1.8

应力/Pa209.24179.24161.83158.48151.27132.50

形变量
/mm

0.03710.03450.03260.03230.03210.0319

安全系数 1.97 2.29 2.55 2.60 2.72 3.11

4.3 两种转子结构性能对比

由表4和表5两种气隙结构的参数对比可以看

出，转子外圆经过优化之后 ，转子上受到的应力 、形

变均有所下降，电机的安全系数也得到了提高 。原

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①电机的转子受到离心力 、电磁

力等作用，经过非均匀气隙优化过后 ，转子的质量下

降，而离心力与质量成正比 ，因此电机转子所受的离

心力降低；②气隙经过优化之后 ，转子磁桥处发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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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偏转，均匀气隙与非均匀气隙之间角度相差了

4°，因此磁桥处受到扭转力有一部分转变成为了转

子的拉应力，使得磁桥处受到应力减小 ，形变量也随

之降低。

5 结论

（1）针对电机转子隔磁磁桥宽度进行了研究 ，

并利用有限元软件 Ansoft对0.8～1.8mm不同磁桥

宽度时电机的性能进行仿真计算 ，经过计算得出在

保证其余参数不变的前提下 ，随着磁桥宽度 b的增

加，电机的漏磁因数由 1.234增加至 1.355，而气隙

磁密波形畸变率变化不大 。

（2）利用非均匀气隙改善气隙磁场波形 ，并且

利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了偏心距为 2.75～12.15mm

时电机的性能 ，得出偏心距与气隙磁场波形畸变

率、气隙磁密基波幅值和反电动势关系曲线 ，得出

了最优偏心距为 12.15mm，此时气隙磁密畸变率

为22.76%，比未优化前减小了 39.5%。

（3）对两种气隙结构下隔磁磁桥宽度为 0.8～

1.8mm时的转子结构进行了机械强度分析计算 ，并

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 。得出了磁桥宽度与应力 、

形变关系曲线。经过计算发现优化前转子上应力最

大值为 235.32N·m，最小值为 138.89N·m；形变量

最大为 0.0486mm，最小值为 0.0357mm；优化后转子

上应力最大值为 209.24N·m，最小值为132.5N·m；形

变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也均有所减小 ，安全系数得

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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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rmanentmagnetfrequencyscrewcompressoristhefuturedevelopmenttrendofthescrewcompressor．

Inthispaper，a45kW/4000rpmcompressorwithpermanentmagnetmotorrotorstructureisstudied．Itismainlydi-

videdintothefollowingseveralaspects：first，usingfiniteelementmethodtoanalyzethemagneticbridgewidthaf-

fecttheperformanceofmotor；second，non-uniformair-gapmethodisusedtooptimizetherotorstructureandtoan-

alyzetheeffectofthenon-uniformair-gapontheperformanceofmotor；andthird，usingANSYSfiniteelementsoft-

waretocalculatethemechanicalstrengthoftherotorstructureandtoverifythesecurityofthe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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