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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华等：交流伺服电动机数值分析

交流伺服电动机数值分析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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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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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交流电机不对称运行的分析方法一一对称分量法，对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运行进行
分析．在交流伺服电动机等效电路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基本方程．利用Ｍ＾ＴＬＡＢ
语言编程对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机械特性、调节特性及转速特性进行数值分析并绘制出相应的特性曲
线．该方法与解析方法相比较，具有简单，精确、灵活等独特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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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采用近似计算。本文利用数值分析的方法对

０引言

交流伺服电动机进行分析，该方法具有简单、精确、

交流伺服电动机是一种受输入信号控制并作
快速响应的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作为执行元
件。自动控制系统要求交流伺服电动机应具有：
宽广的调速范围；机械特性和调节特性均为线
性：电动机的转速能随着控制电压的改变而迅速
变化，即具有快速响应能力。交流伺服电动机实质
上是不对称的两相异步电动机，通常对交流伺服电
动机的分析是采用对称分量法，将两相绕组的不对
称磁势分解成两组两相对称的分量来研究。由于
其解析法过于复杂，对交流伺服电动机运行特性一
般只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定性分析。对动态性能的
砒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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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

灵活等独特优点。尤其是在只要求获得精确数值计
算结果的场合，它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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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组电阻及漏电抗；Ｒ。ｐ羁。为电机铁芯损耗等

由于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机械特性非线性，要

效电阻及励磁电抗：且：、ｚ０为转子绕组电阻及

得到转速特性的解析表达式将十分困难。在交流

漏电抗；Ｒ：。、ｘ：。为电容器电阻及电抗；五：，、

电机理论分析中对此都不进行分析。利用计算机

ｚ０为励磁绕组电阻及漏电抗：Ｊ为转差率。

采用数值积分法。可较为方便的得出转速特性的

１．２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基本方程

数值解，并绘制出转速特性曲线。

根据电压平衡关系，在控制绕组回路中有：

玑≈玑Ｉ＋ｕｃ２＝，ｄ互Ｊ＋，ｃ２互２

由电力拖动系统的运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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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在励磁绕组回路中有：

Ｅ，：＝【，：．＋叫：＝‘．ｚ－＋‘：ｚ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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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ｕ－，Ｈ曲控制绕组和励磁绕组的有
效匝数比。

可得：
ｎ＝，（３７５，ＧＤ２）（ｚ跏一乃）出

（４）

式中，ＧＤ２为飞轮矩（Ｎ·ｍ ２）。且ＧＤ ２＝４ｚ．，，，

通常，电动机的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的型式
完全相同，所以经归算后则有；

为转动惯量（ｋ

ｇ·ｍ

２）。

方程（１）、（２）、（３）、（４）是对交流伺服电

毪ｆ＝Ｒ。ｌ ｘ０＝ｘ。｛ｚ≥＝ｚ。

动机运行特性进行数值分析的理论基础。

由（１）、（２）式知，如果己知伺服电动机的

２交流伺服电动机运行特性的数值分析

控制和励磁绕组的正序与负序阻抗五。、五：；ｚｊ、
ｚ：以及它们的电压（，ｃ和￡，“便可得出电流的各

由于在交流伺服电动机数值分析中，涉及到

对称分量。根据感应电动机的原理可知，电动机

大量的复数运算、积分计算及数据处理和图形处

的电磁转矩可由电磁功率和同步角速度求得。由

理，因此选用ＭＡＴＬＡＢ语言进行编程。与Ｃ、

于交流伺服电动机经常工作在不对称状态，电机中

ｃ＋＋、ＦＯＲＴＲＡＮ等语言相比，ＭＡＴＬＡＢ语言不但在

既有正序电磁功率Ｐ。，，又有负序电磁功率Ｐ。２。

数学语言的表达上与解释方面表现出人机交互的

由等效电路可知，正、负序电磁功率的表达式很复

高度一致，而且具有高质量、高可靠的数值计算

杂。为简化起见，略去电机的励磁电流，则有：

能力，特别是复数运算、基于向量、矩阵和数组的
处理能力及高级图形和可视化数据处理能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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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控制方式有幅值控制、相

位控制、幅值——相位控制三种。交流伺服电动

．‰２＝易．Ｂ，（２一Ｊ）＋，予２彤／（２一ｓ）

机的运行特性包括机械特性、调节特性、动态性
交流伺服电动机正序电磁转矩数值方程为：

能三个方面。本文以一台交流伺服电动机为例，
对其在幅值控制时的运行特性进行数值分析。

‰。堕：竺丝：９．５５堕
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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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伺服电动机参数为：”。，；０．５，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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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伺服电动机负序电磁转矩数值方程为；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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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伺服电动机在幅值控制时有：

式中，ｒ。。．、ｒ。。２为正、负序电磁转矩（Ｎ·ｍ）；
Ｑ。为电机的同步角速度（ｒａｄ，ｓ）；Ⅳ，为电机的
同步转速（ｒ／ｍｉ ｎ）。

Ｕ

ｃ＝一ｊｄＵｌ

式中，口’为有效信号系数。
２．１机械特性分析

在交流伺服电动机中的电磁转矩是正序电磁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是指在有效信号

转矩与负序电磁转矩之差。所以交流伺服电动机

系数一定的条件下，电磁转矩与转速的关系。本

的电磁转矩数值方程为：

文对有效信号系数分别为Ｏ．２５、Ｏ．５、Ｏ．７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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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机械特性进行数值计算，绘制出相应的机械
（３）

特性曲线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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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中可以看出，。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机械特

２．３转速特性分析

性曲线是非线性的，且随着有效信号系数的增大线

对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动态性能进行理论分析

性度越差；交流伺服电动机的理想空载转速与有

时．一般都是先假设在有效信号系数为ｌ，且认为电

效信号系数的值有关，且随有效信号系数的值增加

机的机械特性具有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分析。在此

而增加。只有在有效信号系数为ｌ时，理想空载转

基础上对有效信号系数不为１的情况及机械特性非

速才与同步转速相等。因为在理想空载时，电机

线性对转速特性影响采用近似修正“］。利用数值

中的磁场是圆形旋转磁场，根据感应电动机的运行

分析方法可以对交流伺服电动机动态性能进行精确

原理可知理想空载转速等于同步转速；交流伺服

的定量分析。

电动机的堵转矩（转速为零时的电磁转矩）与有效
信号系数成正比关系。

图４是对该电机在有效信号系数为ｌ、Ｏ．５时进
行数值分析所得到的理想空载起动转速特性曲线。
有效信号系数为１时，空载起动时间为０．２７４５ｓ；
系数为０．５时，空载起动时间为０．４１９８ｓ。由此
可见，有效信号系数的改变对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动
态特性有很大的影响。此外，交流伺服电动机所
带的负载对动态性能也有很大的影响，利用数值分
析方法同样可以进行精确分析。

图２机械特性

２．２调节特性分析
交流伺服电动机在幅值控制时的调节特性是

指在电磁转矩不变的条件下，转速与有效信号系
数的关系。本文对电磁转矩分别为Ｏ．００１、Ｏ．００５、
Ｏ．Ｏｌ、Ｏ．０１５牛顿时的调节特性进行数值分析，并
得到相应的调节特性曲线如图３所示。

图４空载起动转速特性

３小结
本文只对交流伺服电动机在幅值控制时的运
行特性进行数值分析。但由于是依据交流伺服电
动机的基本方程，所以分析方法具有普遍性，即对

相位控制、幅值——相位控制以及伺服电动机参
数的改变对运行特性的影响也同样成立。利用数
值分析方法不仅具有简单、精确、灵活等独特优点，
同时对提高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及校正带来方便。
固３调节特性

由图中可以看出，交流伺服电动机在幅值控
制时的调节特性的线性度较差。其特点是：在电
磁转矩较小时转速调节范Ｉ目较大．但线性度很差：
在电磁转矩较大时转速调节范围较小．但调节特性
接近于线性关系。在电磁转矩一定时有效信号系数
小时线性度好，效信号系数大时线性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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