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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负载特性同步发电机的研究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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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满足某水下装备系统需求，设计一款具有体积小、转速高、多路负载特性、功率密
度大、内部全密封等特点的同步发电机。本文借助仿真软件进行优化分析，针对多通道输出设计
中的困难，通过电机场路联合仿真，对仿真的空载电压和负载输出功率与任务要求进行了对比，
仿真结果准确有效。通过样机的实测结果的对比，验证了设计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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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of underwater equipment system, design a small volume,
high speed, multiple load, high power density, internal seal of the synchronous generator. In this paper,
by means of simulation optimization analysis, the difficulties in design of multiple load output, through
magnetic field associating with circuit simulation, for the simulation of no-load voltage and load power
output and mission requirements are compar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accurate and effective.
Through prototype measured results,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design.
Keywords：synchronous generator；fully sealed；high power density；multiple load
高速发电机结构简单、功率密度高，几何尺寸
远小于同功率的中低速电机，成为电机领域的研究
热点 [1-2]。作为高速发电机中的研究重难点，多路负
载特性同步发电机有 2 套或多套绕组并行为负载供
电，供电可靠性的远高于单绕组恒负载特性发电机。
本文研究的发电机用于水下某装备系统中，该
系统要求为其配套的发电机具备体积小、转速高、
功率大、三通道同时带载、内部全密封等特点。而
三通道多路负载特性、功率大、体积受限是该发电
机研制中的重难点攻关技术 [3-4]。系统对该发电机的
性能指标要求见表 1。
表1

发电机性能指标

输出通道编号

额定直流电压/V

功率/W

J1

+83

5600

J2

−83

5600

J3

+4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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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发电机要实现多通道输出特性，其绕组之间
具有强耦合特点，同时存在负载时电枢反应导致非
线性叠加效果难以计算等问题 [2] 。因此，本文借助
仿真优化分析，采用场路耦合的方法来计算和分析
电机内部电磁场 [5-6]，针对该发电机的重难点技术提
出了有效的设计保证措施，从而最终实现三通道高
速同步发电机的研究与设计。

1

仿真计算基础

采用场路耦合分析法，二维有限元瞬态场采用
T-S 算法，对于低频瞬态磁场，麦克斯韦方程组可
写成
⎧∇ × H =σ E
⎪
∂B
⎪
（1）
⎨∇ × E=
∂T
⎪
⎪⎩ ∇ ⋅ B = 0
式中，H 示电场强度，A/m；σ 为介质的电导率，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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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为电场强度；B 为磁感应强度。在上述式（1）基
础上，构造两个恒等式，如式（2）所示。
∂B
⎧
=0
⎪∇ × H × H +
∂T
⎨
⎪⎩
∇⋅B = 0

（2）

二维瞬态磁场中，不仅包含瞬态磁场，还包含
瞬态机械过程。在处理机械瞬态过程中，引入对位
移角或角度的离散计算，如式（3）所示。
t +Δt

⎧ dx ⎫
⎨ ⎬
⎩ dt ⎭

=

{xt +Δt } − {xt }
Δt

（3）

式中，x 为机械位移量，用距离或者角度来表示，
求解器采用 NewTon-Raphson 算法。

2

转子磁钢厚度，增加定子各部分磁密饱和程度等。
空间结构上对两路承担大功率负载的通道（J1、J2）
绕组设计为按一定绕组排列方式各占定子槽左右半
边，使它们之间由于空间结构完全独立而互感作用
减到最小，且消除了它们之间电枢反应的叠加效果，
从而使大功率绕组输出实现完全对称。承担小功率
负载的通道（J3）绕组由于其对负载输出电压和功
率要求较另两路输出均低，因此空间分布上占据整
个定子槽，虽然受到较大程度其他绕组互感作用和
电枢反应叠加效果，但通过仿真优化设计能保证输
出满足要求。对发电机本体建立仿真模型如图 1 所
示。由于系统要求发电机输出三路直流电，因此对
发电机外电路搭建图 2 所示外电路仿真模型。

重难点技术攻关

该发电机作为水下某装备系统附件，内部实现
高转速时全密封是可靠性的首要保证，第二是要实
现三通道负载特性稳健，第三是重量体积与系统需
求匹配。
2.1 全密封结构的设计
高速下该水下发电机内部要实现全密封，常规
的组装式设计结构是无法满足要求的。定子部分可
采用成熟的静密封结构，转子部分含高速旋转部件，
普通的 O 型圈密封件损耗快，无法承受高速下长时
间运行工况，迷宫式密封结构虽然已用于某些工程
设计中，但只能实现运行状态下密封，停车时系统
液体介质仍能渗入发电机内部。
该发电机与系统为花键联接形式，综合考虑发
电机体积极为受限的特点，结构设计上在花键后端
采用旋转轴唇形密封结构。在旋转轴唇形密封圈的
选用上，充分考虑其的耐油、耐高转速、耐动静载
荷能力，最终选用氟橡胶材质、内包骨架、含唇形
副颚、与轴承规格相近的动密封圈。
2.2 多路负载特性的实现
由于该电机要求有三输出通道，且能独立工作，
因此其绕组应为结构上独立的三套电枢绕组。传统
的磁路计算法远不能满足该电机的计算。需要采用
场路耦合的计算分析法来实现。在 Maxwell 2D 中建
立二维电磁场有限元模型对其进行仿真。综合考虑
发电机体积小、功率大的特点，设计上首选效率高
的永磁方案。
磁路设计上考虑多绕组使电枢反应效果叠加，
因此需要采取有效的抑制电枢反应的措施，如增加

图1

发电机本体电磁仿真设计模型

图2

三套独立工作绕组外电路模型

1）空载仿真结果
通过优化仿真模型，使发电机空载时，三通道
输出线电压及整流后的直流电压见表 2，仿真波形
如图 3 至图 6（J2 通道电压表反向并入，因此仿真
显示值为“+”，下同）所示。
表2

空载电压仿真值

通道

三相线电压有效值/V

直流电压/V

J1

80.70/79.87/79.84

+105.19

J2

−80.73/−79.90/−79.88

−105.23

J3

40.40/39.96/39.95

+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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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图3

图4

通道

直流电压/V

负载功率/W

J1

+83.8870

5864

J2

-83.8868

5864

J3

+64.3944

1802

各通道直流电压

图7

直流电压波形

图8

直流电流波形

J1 通道绕组线电压

图5

J2 通道绕组线电压

图6

J3 通道绕组线电压

2）额定负载仿真结果
发电机三通道同时带额定负载时，输出仿真结
果见表 3，直流侧仿真波形如图 7 和图 8 所示。
从优化仿真结果可以看到 J1、J2、J3 三通道输
出功率均满足系统要求，且 J1、J2 两个通道输出对
称性良好。
74

负载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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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体积受限的解决
该发电机三通道同时带载，额定总功率为
11200W，在有限的 φ 100mm×160mm 体积内要实现
其带载能力满足要求、损耗小、热稳定性高等特性，
除优化电磁结构外，必须考虑集成模块的运用。以
往发电机要实现直接输出直流电压，通常采用交流
侧尾端加装二极管整流模块的方案，此方案在该发
电机上无法实现。因此设计上考虑采用集成整流模
块来实现。
根据发电机的输出特性，最终选用的整流模块
VRSM=700、IFSM=500A、Top=−55℃～125℃，实现了
在发电机本体尾端 φ 94mm×17mm 空间装配 3 路整
流模块，使发电机输出由交流转换为直流电。

3

样机及实测结果

经技术攻关及研制，样机实物如图 9 所示。采
用专用工装装配后发电机在试验台上顺利通过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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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性能试验考核。发电机的实测结果见表 4。

可见，发电机实际样机各项输出指标均满足系
统要求，仿真设计与实测结果基本吻合，仿真能很
好地指导实际生产，同时各项技术攻关措施有保证，
使实际产品不仅满足电气输出要求，同时结构设计
合理、热稳定性好、可靠性高。

4
图9
表4

J2

J3

样机实测结果

直流电压 UDC/V

直流输出功率 P/W

要求

+83

5600

测试值

+83.2

5824

要求

-83

5600

测试值

+83.13

5819

要求

+48

1000

测试值

+62.7

1567

通道
J1

样机实物

负载工况下，对样机进行热稳定性实测，发电
机尾端整流模块处温度最高，其余壳体部位温度与
外界环境温度相当。温度达稳定时的整流模块壳温
测试情况分别为 46.8℃、46.6℃和 43.3℃（平均温
度）。按 J1、J2、J3 通道对应的整流模块的温度分
布云图分别如图 10、图 11 和图 12 所示。

结论

三通道多负载特性、体积受限、全密封结构同
步发电机借助仿真优化和结构技术攻关，能实现在
受限体积内使发电机性能满足要求，且输出稳定、
可靠。
通过该发电机的研制设计，有以下三点可供类
似结构和多路负载特性电机设计借鉴：
1）动密封的实现方案经验证可用于其他类似需
实现全密封的电机设计中。
2）选用集成整流模块方便、可行，避免了原整
流器复杂、体积较大的缺点，实现极为受限体积空
间内将发电机交流变为直流输出。
3）采用适当增加磁密饱和程度的设计方案来抑
制多绕组同时工作时的电枢反应效应，有利于实现
多路负载特性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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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后经拆解检查，发电机内部保持试验前的
整洁完好，试验台上用于齿轮及齿轮箱润滑的航空
润滑油完全被密封在发电机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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