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数据

竺竺兰兰：垂塑竺型呈垄竺墅坚丝丝鳖————兰

些些竺兰兰！塑

３研究和应用状况
电机和，忭

轴向

电机和栉

向戤轴承

ｉ；ｌ｝自¨乐

向醴轴承

３

１研究状况
无轴承电机（Ｂｅａｒｉｎｇｌｅｓｓ Ｍｏｔｏｒ）这个概

念最初是由瑞士联邦工业大学（ＥＴＨ）的Ｊ

量。

型盟

ｕ

的…，其基本概念是将磁悬浮轴承产生悬浮力的
绕组和交流电机的定子绕组有规律叠压在电机定
子槽里，保证电机既能产生径向悬浮力，又能产生
旋转力，实现磁轴承和电机一体化结构，Ｊｎ

固１无轴承电机的结构示意囤

ｒｇ

Ｂｉｃｈｓｅｌ于１９９０年完成的博士生论文中开始使用

ｒｇ

Ｂｉｃｈｓｅｌ实现了永磁同步电机的无轴承技术。随
后。瑞士、日本、德国、奥地利和美国等国家

２．２径向力产生原理
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可以从

都大力支持开展这项高新技术的研究。日本的Ｍ．
ｓｈｉ等人对无轴承表

图２所示的模型中得到解释。以定予等效绕组佗

００ｓｈｉｍａ、Ａ．Ｃｈｉｂａ、Ｔ．０ｈｉ

为例。当每极绕组励磁后，产生了对称的四极

面叠装式永磁同步电机进行了研究”１１，最新研究

磁通口。，其极性如图２所示，它和电枢绕组帆相

成果是完成了对功率４ｋｗ，转速１１ ０００ｒ／ｍｉｎ的

互作用，产生电磁力矩。在电机中还附加有两级绕

表面凸装式无轴承永磁同步电动机有关性能测试

组虬、％。图中直角坐标口和芦分别指示着以、

分析，具体包括：①考虑电枢反应对转子位置的

肌绕组所产生的磁通势的方向。

影响，提出了转子位置的控制策略．实验验证高速

如果以，％绕组中没有电流通过，四极磁通

旋转状态下，转予能稳定悬浮：②测量了负载条

口．是平衡的，磁极１～４处对应的气隙磁通是相

件下电机的转矩特性、效率和保持转子稳定悬浮

等的，没有径向悬浮力产生。当心绕组中通过正

所消耗的功率等，得到电机的效率为８６％，电机

向电流后，产生的两极磁通毋。（如图２所示），这

功率因数比传统永磁同步电机略小；如要提高电

样一来每极下的气隙磁通就不再相等了，磁极ｌ处

机功率因数，采用弱磁控制对电机进行调速，可以

的气隙磁通密度减少，而磁极３处的气隙磁通密度

通过对转子平衡控制来降低维持转子悬浮消耗的

增加，不平衡的气隙磁通导致产生的径向悬浮力

功率。
目前，永磁体表面叠装式无轴承永磁同步电

使转轴向口轴的负方向移动；如果以绕组中通
过电流为负值，那么径向悬浮力的作用将使转轴

机的研究，以日本Ｍ．００ｓｈｉｍａ为主的课题组研究

朝ｄ轴的正方向移动。同样的道理，＾，。绕组中

成果处于世界领先。美国的Ｄａｅｇｏｎ Ｋｉｍ等人埘

的电流将产生沿卢轴方向的径向悬浮力。因此在

这种永磁电机也进行了基础研究”’。另外，日本

基于电机励磁磁通的基础上，通过控制以、虬绕

Ｔ．ｏｈｉｓｈｉ等人对永磁体内嵌式无轴承永磁电机进

组中的电流就可以控制径向悬浮力的大小和方向。

行了研究”｛奥地利的ｗ．Ａｍｒｈｅｉｎ等人对无轴承
永磁无刷方波电机的机理进行了研究…。我国也

定手

芦

已重视开展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的研究和应用，
江苏大学先后得到了江苏省和国家自然基金的支

黪ｆ
瑟ｆ

持，重点开展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的研究和应用
工作。
３．２发展趋势
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总体发展趋势是向体
积小、调速性能好、大功率、高转速和价格便宜等
方面发展，具体如下：
１）稀土永磁材料的应用。如钕铁硼ＮｄＦｅＢ，
具有磁能积高和功耗低的特点。我国稀土蕴藏丰

图２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径向力产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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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开发稀十永磁同步电动机具有较大的优势。

０ＲＡ｜吣ＧＥ

２）高温超导材料的抗磁特性或磁链导恒特性
产生巨大的电磁力，可以预见高温超导材料在磁

Ａ～０｛ＲＲ｜ＧＡＴ｜ｏＮ ＭＡｃＨ｛ＮＥＲＹ、ｄ

ｕ

Ｎｏ

心脏采的研制成功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对人类延
续生命具有深远的意义。

悬浮控制中将得到广泛应用，如超导磁轴承和无

以前一些研究表明：在动物细胞培植中发现

轴承电机用于大惯量飞轮储能装置，直线电机超

的气泡充气现象，尤其在发泡区域气泡破裂，是造

导磁场梯度悬浮推进系统。

成细胞死亡的原因。图４是基于无轴承永磁同步

３）超声波传感技术和激光传感技术在高速磁

电机的气泡发生器，配有轴流式叶轮的环型转子

悬浮运动定位控制中的应用，提高了定位精度和

被配置在管状反应器外壳内下气道的周围，定予

速度。

被配置在外壳周围，转子的转动和径向位移是采

４）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在无轴承电机控制系

用有源控制，轴向位置和倾斜位簧是无源被动控

统中实现数字化控制，为实现复杂智能控制算法

制的。这种气泡床通过产生～种与下气道出现的

提供了保证。

气泡相对流动的环流，氧气泡就会聚集在那里，

５）高性能逆变器和智能化非线性电机控制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

如果流动的速度和气泡产生的速度相等，就在下
方形成了一个气泡床，这样使得氧气和液体接触

６）位置（自检测）无速度传感器技术、直
接力矩控制等技术在无轴承电机中的应用研究
７）无轴承电机的推广应用。

时间增长，更多的氧气得到溶解。常规电机的
叶轮轴会产生一个不协调的流场，导致气泡的散
逸，而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可以将叶轮悬浮起

３．３应用现状

来，这是一个密封的系统，提高了氧气的利用

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一方面具有磁悬浮轴

率，而且ａ；会因为驱动而损坏细胞，这种无轴承

承的优点，如无接触、无需润滑及无磨损等，可以

永磁同步电机的应用在生物技术方面提供了全新

用于真空技术、静室、无菌车间以及腐蚀性介质

的选择，没有传动密封件、没有磨损、没有污

或非常纯净介质的传输镣另一方面电机转速可

染、对电机的速度和位置可以精密控制，工作寿

以很高、功率也可以很大，特别适用于高速或超

命长，可靠性高，并且价格合理。

高速数控设备、涡轮分子泵、离心泵、压缩机、
飞轮贮能装置及小型发电设备等工业领域。特别
是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比其它同功率的电机及支
承装置，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能耗小、寿命长，对
于提高航空航天器的工作性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的研究和应用，
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和Ｌｅｖｉｔｒｏｎｉｘ Ｇｍｂｈ公司保持
世界领先水平。以Ｊ．Ｈｕｅｇｅｌ教授领导的谍题组多
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实用的无轴承电机。根据无

定子

轴承电机的工作原理．创造性地研制出了基于无
轴承永磁同步电机的人工心脏泵（Ｂｌｏｏｄ Ｐｕｍｐ）、
无轴承气泡反应床（Ｂｅａｒｉｎ９１ｅｓｓ
Ｒｅａｃ
Ｄｉ

Ｂｕｂｂｌｅ

图３心脏泵的结构简图

Ｂｅｄ

ｔｏｒ）、泵头可分离的离心泵（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Ｐｕｍｐ）和泵头插入式离心泵（Ｉｎｓｅｒ—

ｔｅｄ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Ｐｕｍｐ）等，取得了很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图３是心脏泵的结构简图，无
轴承永磁同步电机可以通过泵室对内部的转子施
加力的作用，使之成为一个理想的无菌密封系
统。该电机可以进行连续、脉动的工作，可以
精确的调整和控制速度、血液的压强和流量，而
且，电机由定子和置于定子上端的泵室构成，很方
便移动和更换。心脏是人生命中的水动机，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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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４气泡发生器

围６泵头插入式离心泵

图５泵头可分离的离心泵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ａｎｃｅ

４结束语

０００ｒ／ｍｉｎ．４ｋｗ

作为一种新型的电机，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

ｔ ｙｐｅ

的发展才经历十多年时间，研究水平还远远没有
达到系统和完善的地步．但是其研究的进程是飞
５

化工等领域．是传统电气传动无法实现的。随着

ｔｈｅ

价格比合理的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其研究成果

ｐｏｓｉｕ＝ｏ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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