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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爪极发电机转子极爪倒角对
电磁振动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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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车用爪极发电机转子极爪倒角对其发电性能及电磁振动的影响。首先建立了爪

极发电机电磁场分析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并通过反电动势试验进行验证；接着通过对电磁力进行
二维傅里叶分解，识别了引起爪极发电机产生电磁振动的主要电磁力谐波，并研究了转子极爪倒
角对这些主要电磁力谐波以及发电机输出电流的影响；最后建立起爪极发电机电磁振动预测的多
物理场仿真模型，并分析了转子极爪倒角对电磁振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爪极发电机转子极爪倒
角几乎不会降低发电机的输出性能，却能大幅削弱主要电磁力谐波的幅值从而降低电磁振动，因
此，转子极爪后沿倒角比前沿倒角的减振效果更好。
关键词：爪极发电机

电磁振动

转子极爪倒角

电磁力

空间阶次

中图分类号：TM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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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nfluence of rotor claw chamfer on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and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of automotive claw pole alternator. Firstly, 3D finite element model (FEM) of
claw pole alternator was established and its accuracy was validated by back-electromotive force (back-EMF)
test. Then, the magnetic force harmonics which mainly 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of claw pole
alternator was identified with the help of 2D Fourier transform of magnetic force. What’s more, the influence
of rotor claw chamfer on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and magnetic force harmonics was analyzed. Finally, a
multiphysics simulation model for predicting the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of claw pole alternator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influence of rotor claw chamfer on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rotor claw chamfer would almost not decrease the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but can greatly reduce the
amplitude of magnetic force harmonics and the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of claw pole alternator. Rear
chamfer is better than front chamfer on vibration reduction.
Keywords：Claw pole alternator,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rotor claw chamfer, electromagnetic
force, spati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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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爪极发电机转子极爪倒角对电磁振动的影响研究

引言
爪极发电机由于具有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廉

以及可靠性高的特点在汽车发电机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 [1,2] 。然而爪极发电机也存在一些显著的缺
点，如效率低、输出特性差和噪声严重 [3,4]。尤其是
作为汽车发电机使用时，一方面由于内燃机等传统
主要噪声源的噪声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发电机
已成为汽车主要噪声源之一；另一方面人们对汽车
舒适性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这些都对爪极发电机
的减振降噪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关于电机的减振降噪，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大
类方法：一是从电磁激励角度，通过改进电机控制
器或电机结构来削弱主要电磁力谐波；二是从电机
结构模态角度，通过改进电机结构使得电机的模态
频率避开主要电磁力谐波所在频率。目前已有较多
文献对以上两种方法进行了相关研究。电磁激励方
面，文献[5,6]通过优化定子电流波形减小了永磁同

引起振动噪声的主要电磁力谐波，也没有分析转子
前沿倒角和后沿倒角的影响。综合以上文献可知目
前关于爪极发电机的电磁振动噪声研究没有同时考
虑电磁力的空间阶次和频率特征，引起振动的主要
电磁力谐波还不清楚，转子极爪倒角对电磁振动的
影响也还有待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建立了爪极发电机
电磁场分析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并通过反电动势
试验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接着通过对电磁力进
行二维傅里叶分解，识别了引起爪极发电机产生
电磁振动的主要电磁力谐波，并研究了转子极爪
倒角对这些主要电磁力谐波以及发电机输出性能
的影响；最后建立起爪极发电机电磁振动预测的
多物理场仿真模型，并分析了转子极爪倒角对电
磁振动的影响，为爪极发电机的设计、分析及优
化奠定了 基 础。

1

步电机和开关磁阻电机的电磁力谐波；文献[7]通过
选择合适的开关频率降低了感应电机由脉宽调制引
起的振动和噪声；文献[8-10]通过优化定子齿宽和槽
口宽度来削弱电磁力，从而降低了永磁同步电机的
电磁振动噪声；文献[11]通过优化绕组同步电机转
子磁极和定子齿的形状降低了电磁振动噪声。电机

49

爪极发电机结构及工作原理
图 1 为目前汽车上广泛使用的 12 极 36 槽电励

磁爪极发电机，主要由传动带轮，前、后端盖，定
子和爪极转子等部件组成，其中定子铁心通过前、
后端盖夹紧固定，转子则通过滚珠轴承支撑在前、
后端盖上。

结构模态方面，文献[12]通过优化开关磁阻电机机
壳散热筋的现状来提高电机的模态频率，从而降低
电机的振动；文献[13]首先分析了定子齿宽、定子铁
心长度和定子斜槽等参数对电机模态频率的影响，
然后通过选择合理的参数使电机模态频率避开电磁
力频率。爪极发电机的工作模式使得其不能像电动
机那样通过优化控制器输出的电枢电流来削弱电磁
力，此外爪极发电机结构紧凑，工作转速范围宽，

图1

也难以通过优化结构来使得电机模态频率避开电磁

Fig.1

爪极发电机结构

Exploded view of a claw pole alternator

力频率，所以比较可行的方法是通过结构优化来削
爪极发电机工作时在转子励磁绕组中通入直流

弱电磁力。
目前关于通过结构优化来削弱爪极发电机的电

励磁电流，产生的轴向磁通经过转子极爪转换成径

磁力和电磁振动的研究还比较少。文献[14]建立了

向磁通，并穿过定转子气隙进入定子铁心，同时转

爪极发电机安装结构的旋转柔度模型，指出改善安

子在传动带轮的带动下旋转，从而在定子绕组中产

装条件可以降低电机的振动；文献[15]指出爪极发

生三相交变电流，最后经过三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

电机的电磁振动噪声主要由转矩波动引起，不同极

将定子交变电流转变成直流输出，供车载电器设备

槽配合对噪声有较大影响；文献[16,17]分别提出了

使用或给蓄电池充电。

在转子上开辅助槽和极爪偏心来削弱爪极发电机电
磁力的方法，但都只考虑了电磁力的频率特征，而

2

电磁模型验证及转子倒角模型

没有考虑其空间阶次；文献[18,19]通过转子极爪倒

爪极发电机由于其转子结构的特殊性，磁场呈

角削弱了爪极发电机的电磁振动噪声，但没有指出

三维分布，所以不能像普通径向电机那样采用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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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研究，而必须采用三维有限元模型。考虑
到电机的周期性，只需要用 1/6 模型进行分析，如
图 2 所示，电机主要参数见表 1。

图4
Fig.4
图2
Fig.2

3D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claw pole alternator

Tab.1

Back-EMF of phase B

利用前面建立的电磁模型，仿真得到了励磁电

爪极发电机三维有限元模型

表1

B 相反电动势

流为 3 A，转速为 6 000 r/min 时定子内表面受到的
电磁力，如图 5 所示。从图 5 中可以看出由于电枢

爪极发电机主要参数

Main parameters of the claw pole alternator

参 数

数 值

参 数

数 值

转子极对数 p

6

定子铁心长度 L /mm

22

定子槽数 S

36

定子槽口宽度 b /mm

3

电机相数 e

3

定子绕组匝数 N s

9

气隙长度 g /mm

0.325

定子绕组层数 c

1

转子外径 R r /mm

49.175

转子励磁绕组匝数 N f

355

定子内径 R si /mm

49.5

转子励磁电流 I f /A

3

定子外径 R so /mm

64

额定转速 n /(r/min)

6 000

为了验证该电磁模型的准确性，试验测量了一
台电励磁爪极发电机在转速为 1 500 r/min 时的反
电动势，测量装置如图 3 所示。其中利用外部直流
电源给转子励磁绕组通入 3 A 的直流，台架上的感
应电机通过传动带带动爪极发电机旋转并使其转
速稳定在 1 500 r/min，转速通过光电传感器测得，
反光纸贴在爪极发电机的传动带轮上，转速稳定后
用示波器测量 B 相的反电动势。电磁场分析则是

反应的去磁作用，转子极爪后沿对应位置的电磁力
幅值比前沿的大。因此为了降低爪极发电机的电磁
振动，需要削弱定子内表面受到的电磁力，尤其是
转子极爪后沿对应位置的电磁力。削弱电磁力可
以通过削弱气隙磁场来实现，而气隙磁场幅值又
受气隙磁阻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转子极爪倒角
（如图 6 所示，转子均为逆时针方向旋转）来增大气
隙长度，从而增加磁阻进而削弱磁场谐波和电磁力
谐波的幅值。为了便于比较，转子极爪后沿倒角和
前沿倒角的尺寸均相同，每个倒角可用 3 个变量（极
尖倒角长度 a、极根倒角长度 b 以及倒角角度 β）来
描述，如图 7 所示。由于本文只探讨转子极爪倒角
这一方法对电机输出性能及振动噪声的影响，只是为
了说明转子极爪倒角这一方法的有效性，而不涉及倒
角参数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最优取值问题，所以本文对
这 3 个变量均取定值，分别为 A/4、B/4 和 15°，其
中 A 和 B 分别为转子极爪极尖和极根的宽度。

在 JMAG 软件中完成，为了与试验进行对比，采用
与试验电机完全相同的电机模型，并将转子励磁电
流设置为 3 A，转速设为 1 500 r/min，仿真结束后
同样导出 B 相的反电动势数据。从图 4 可以看出，
仿真结果和试验测量结果几乎完全吻合，证明了电
磁模型的准确性。
图5
Fig.5

图3
Fig.3

反电动势测试

Back-EMF test of claw pole alternator

定子内表面受到的电磁力

Magnetic forces on the stator inner surface

图6
Fig.6

转子极爪倒角
Rotor claw cham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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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Fi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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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极爪倒角参数

Parameters of rotor claw chamfer
图8

转子极爪倒角对电机输出性能及电磁力的
影响

Fig.8

3.2

转子极爪倒角对电机输出性能的影响

输出电流频谱对比

Comparison of output current spectrum

转子极爪倒角对电磁力的影响

爪极发电机作为目前最常见的汽车发电机，其

电机的电磁力是时间和空间角度的函数，任意

首要任务是要输出足够的电流以保证汽车在正常行

一个电磁力谐波均有特定的频率和空间阶次。只有

驶过程中所有电器设备的用电需求，所以任何振动

当电磁力的空间阶次与电机定子模态振型的空间阶

噪声优化的方法均不能影响电机的输出性能。为了

数相同，且该电磁力的频率与该阶定子模态的频率

保证这一要求，首先对转子极爪倒角前后的电机输

相一致时才会产生共振，只有频率相同而空间阶次

出电流进行分析，其中倒角又分为极爪后沿倒角和

不等并不会产生共振。同样地，当电磁力与定子模

极爪前沿倒角两种情况（如图 6 所示），两者的倒角

态振型的空间阶数相同而频率不同时也不会产生共

形状完全相同。仿真了三种模型（无倒角、后沿倒角

振，但却能引发较大的振动，振动幅值取决于电磁

和前沿倒角）在励磁电流为 3 A，转速为 6 000 r/min

力频率与定子模态频率的频率差。因此，为了研究

时的输出电流情况，三种模型除了倒角外其他完全

转子极爪倒角对电磁振动噪声的影响，首先必须找

相同。图 8 为三种模型输出电流的频谱对比。从图 8
中可以看出三者的直流分量基本相同，分别为 91.2 A、

出产生电磁振动噪声的主要电磁力谐波。
为此，对爪极发电机进行振动噪声测试，测试

90.6 A 和 91.1 A，后沿倒角和前沿倒角的输出电流

现场如图 9 所示。首先将电机安装在半消声室的电

相比初始无倒角模型只下降了 0.66%和 0.11%，说

机台架上，然后利用外部直流电源给转子励磁绕组

明转子极爪倒角并不会显著降低电机的输出性能，

通入 3 A 的直流，台架上的感应电机通过传动带带

这是因为爪极发电机的气隙长度较小，大概只有

动爪极发电机旋转（匀速和匀加速），转速通过光电

0.35 mm，磁路饱和严重，所以倒角后并不会显著削

传感器测得，反光纸贴在爪极发电机的传动带轮上。

弱气隙磁场的基波幅值，因此不会显著降低电机的

传感器方面，在电机机壳外表面沿周向一圈布置了 4

输出性能。从图 8 还可以看出除了直流分量外，输出

个单向加速度传感器用于测量电机表面的振动加速

电流中还存在频率为电机转频整数倍的谐波电流，为

度。图 10 为试验测得的加速工况下电机正上方机壳

了比较谐波的相对大小，这里引入总谐波畸变率（T）

表面（图 9 中箭头所示位置）的振动加速度信号，

指标，计算公式为

从图中可以看出爪极发电机的振动峰值基本只出现

⎛G ⎞
T = ∑⎜ n ⎟
n =1 ⎝ G0 ⎠
H

在 30fr 、36fr、42fr 、66fr 、72fr 、78fr（ fr 为电机转频）

2

（1）

这几个频率处，也就是振动峰值出现在 36k 和 36k±6
(k=1, 2, …)这几个阶次上，其中又以 30 阶、36 阶

式中，H 为考 虑的谐波 次 数；G 0 为 直 流分量幅 值 ；

和 42 阶最为突出，电机表面其他测点同样得到类似

G n 为 第 n 次 谐波的幅 值 。无倒角 、 后沿倒角 和 前

的结果。为了解释这一现象，需要找出产生振动的

沿 倒 角 三 种 模 型 的 总 谐 波 畸 变 率 分 别 为 1.72%、

主要电磁力谐波，为此对仿真得到的电磁力（励磁

1.20%和 2.60%， 后 沿 倒 角 的 总 谐 波 畸 变 率 最 小 ，

电流为 3 A，转速为 6 000 r/min）进行二维傅里叶

说明后沿倒角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爪极发电机输

分解，结果如图 11 所示。相比一维的傅里叶分解，

出电流的质量，而前沿倒角则会增大电流谐波的

二维分解不仅可以得到每个电磁力谐波的频率，还

幅值。

能得到每个谐波的空间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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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k=36k 倍，这就说明图 10 中 36 阶和 72 阶的振动
主要是由空间阶次为 0，频率为 36kfr (k=0, 1, 2, 3, …)
的电磁力产生。同样地，空间阶次为 6 的电磁力，
其 频 率 为 (6k±1)pf r (k=0, 1, 2, 3, … )， 即 转 频 的
(6k±1)p=36k±6 倍，这也说明图 10 中 30 阶、42
阶、66 阶和 78 阶的振动主要是由空间阶次为 6，频
率为(36k±6)fr (k=0, 1, 2, 3, …)的电磁力产生。
图9
Fig.9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12 极 36 槽爪极发电机的

振动噪声测试

Vibration and noise test

电磁振动主要出现在 36k 和 36k±6 (k=1, 2, …)这些
阶次上，其中又以 30 阶、36 阶和 42 阶的振动最为
突出，分别由(6, 30fr )、(0, 36fr )和(6, 42fr )这三个电
磁力谐波产生。故接下来分析转子极爪倒角对这三
个主要电磁力谐波的影响，同样采用前面的无倒角、
后沿倒角和前沿倒角三种模型，仿真得到了三种模
型在励磁电流为 3 A，转速为 6 000 r/min 时的电磁
力，表 2 为三种主要电磁力谐波的对比情况。从表
2 可以看出，转子极爪后沿倒角和前沿倒角均能显

图 10
Fig.10

加速过程中电机表面振动

著削弱主要电磁力谐波的幅值，但后沿倒角比前沿
倒角的削弱效果更好。

Vibration on the alternator surface during the
acceleration

表2
Tab.2

三种模型主要电磁力谐波对比

Comparation of main magnetic force harmonics of
three different models
（单位：N/m2）

电机模型

(6 阶, 3 000 Hz)

(0 阶, 3 600 Hz)

(6 阶, 4 200 Hz)

无倒角

32 382

14 982

24 661

后沿倒角

13 722

6 366

9 569

前沿倒角

26 881

10 827

14 811

4
图 11
Fig.11

电磁力二维傅里叶分解
2D FFT of magnetic force

转子极爪倒角对电磁振动的影响
前面已经分析了转子极爪倒角对电机发电性能

和电磁力的影响，这里将进一步分析倒角对电磁振

由图 11 可以看出，对于 12 极 36 槽的爪极发电

动的影响，为此首先建立爪极发电机振动预测的多

机，其电磁力的空间阶次 m 为电机极对数 p 的整数

物理场数值仿真模型。电机的电磁振动仿真计算涉

倍，即 m=kp=6k (k=0, 1, 2, 3, …)。由于电机的振动

及电磁场和结构场，图 12 为爪极发电机电磁振动仿

幅值大致与电机振动空间阶次的 4 次方呈反比，所

真计算的总体流程。首先在 JMAG 软件中通过瞬态

以对于普通分数槽电机来说只需研究空间 4 阶以下

电磁场仿真得到作用在电机定子内表面的电磁力

的振动，也就是只需研究空间 4 阶以下的电磁力。

（如图 5 所示），然后将这些电磁力导出为单独的文

而对于爪极发电机这种整数槽电机，其最低的空间

件，接着考虑定子铁心叠压效应和电枢绕组影响以

非零阶电磁力为 6 阶，所以只研究空间 0 阶和 6 阶

及电机安装条件，在 Ansys Workbench 中对爪极发

这两阶电磁力，因为 12 阶及 12 阶以后的电磁力对

电机整机进行有限元约束模态分析，同样将模态分

振动的影响非常小。

析结果导出为单独的文件，最后将前面导出的力文

由图 11 可以看出，对于空间阶次为 0 的电磁
力 ， 其 频 率 为 6kpf r (k=0, 1, 2, 3, … )， 即 转 频 的

件和模态文件同时导入到 LMS Virtual.Lab 软件中，
并将力文件上的电磁力通过网格映射的方式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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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文件上，由于电机的振动幅值非常小，所以电

电机产生电磁振动的主要电磁力谐波；然后分析了

磁力的映射过程中假设定子没有变形，然后采用模

转子极爪倒角对主要电磁力谐波以及发电机输出性

态叠加法计算电机的振动。由于具体流程在前期的

能的影响；最后建立起爪极发电机电磁振动预测的

，模型的准确性也得

多物理场仿真模型，并分析了转子极爪倒角对电磁

工作中已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20]

到了振动噪声试验的验证（试验现场如图 9 所示），

振动的影响。所得结论如下：

所以这里将不再赘述。

1）转子极爪后沿倒角和前沿倒角均不会明显
降低爪极发电机的输出性能，后沿倒角还能削弱输
出电流谐波的幅值，从而改善输出电流的质量。
2 ） 爪 极 发 电 机 振 动 噪 声 峰 值 出 现 在 36k 和
36k±6 (k=1, 2, …)这些阶次上，其中前者主要由空
间阶次为 0，频率为 36kfr 的电磁力谐波产生，后者
主要由空间阶次为 6，频率为(6k±1)pfr 的电磁力谐
波产生。转子极爪后沿倒角和前沿倒角均能显著削

图 12
Fig.12

爪极发电机电磁振动仿真计算流程

弱这些主要电磁力谐波的幅值，但后沿倒角比前沿
倒角的削弱效果更好。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prediction diagram for
claw pole alternator

为了分析转子极爪倒角对电磁振动的影响，利

3）转子极爪后沿倒角和前沿倒角均能显著削
弱爪极发电机的电磁振动，但后沿倒角比前沿倒角
的削弱效果更好。

用前面建立的多物理场仿真模型，仿真分析了无倒

以上工作分析了爪极发电机转子极爪倒角对发

角、后沿倒角和前沿倒角三种电机模型在励磁电流

电性能及电磁振动的影响，然而并没有给出最优的

为 3 A，转速为 6 000 r/min 时的电磁振动，结果如

倒角尺寸，所以下一步工作将基于极爪倒角对电磁

图 13 所示，其中振动监测点为电机正上方的机壳表

振动进行优化，确定不同工况下的最优倒角尺寸。

面（图 9 中箭头所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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