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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当今大部分电机的设计以旋转运动为主，偶而有像活

塞式或推杆式压缩机的动力来源，也需要采用电机旋转运

动， 把电能转变成旋转的动能，再利用连杆或者推杆类机

构，转变成线性运动的动能。在这个过程中，电能转化成

旋转式角动能，再二次转化成线向矢动能。不但有二级能

量转化的损耗，而且必须配备连杆类机构，机构不断要磨

损，还有保养， 维护，更换的成本。本文试以基础物理理

论为依据，建立科学研究模型，为不同场景下使用的电机，

提供对应的优化设计方案。从而减少材料和制作成本，更

进一步节优化电机设计。

2   磁感定义

电和磁对称法则 ：

电感 ：变化的电流，产生电感，是电流的函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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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典型的电子原件代表 ：电感器

电容 ：变化的电压，产生电容，是电压的函数 , 符号

C 典型的电子原件代表 ：电容器

LC 谐振器 ：LC 谐振电路

电感机 ：电感 L+ 电容 C，电感机的 LC 谐振周期旋

转运动

转子 ：获得角动量

定子 ：固定线圈，径向磁场

图 1 电感型电动机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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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感：变化的磁通，产生磁感，是磁通的函数 , 符号 B，

典型的电子原件代表 ：软磁体

磁容 ：变化的磁通，产生磁通势，是磁通势的函数 ,

符号 NS，典型的电子原件代表 ：永磁体

磁振子器 ：机械周期振荡腔，分左右振动腔图 2 和环

流振动腔图 3。

磁感机 ：磁感 B，磁容 NS，磁感机的软磁和硬磁周

期往复振子运动，典型的机器代表 ：磁感性电动机利用磁

振子往复工作。如图 2

振子 ：获得矢动量 , 理论上讲，实现磁悬浮的振子可

以与 LC 一起实现永振，而没有能量损耗，因此，如图 2。

磁感型，振子电动机，比电感型转子电动机，更节能。如

果实现环管道悬浮，振子无限加速，更可以产生超级电容

器，无限的把电能变成振子的动能储存，这是人造太阳环

流器的最简化模型。把磁感电机的动力物理模型知道电机

设计，等于就是把人造太阳的环流器技术模型设计到了动

力电机上，电机的动力想象将无限可能。如图 3.

定子 ：固定线圈，轴向磁场。

不管是电感机还是磁感机，统称电动机。利用电感螺

线圈之外的变化的弧型磁场工作的，叫电动电感机 ；利用

电感螺线圈里面的变化的直型磁场工作的，叫电动磁感机。

电磁对称原则知道，因为变化的弧型磁场感应，作用驱动

转子的是弧型力矩，适合做旋转运动 ；变化的直型磁场感

应，作用驱动振子的是直型力矩，适合做往复运动。由麦

克斯韦方程就可以导出弧圆型磁场感应出直型电场，直型

磁场感应出圆型电场。利用弧圆型磁场工作的是电感型机

器，利用直型磁场工作的是磁感型机器。

如图 5 所示，线圈周围是弧型场驱动，得到角动量 ；

线圈内部是线性场驱动，得到矢动量。

典型的活塞在气缸里做直线往复运动，所以磁感型电

动机就可以很好的设计成往复式电机，把活塞和磁振子，

一起组合动力驱动系统。如图 4，理论上将没有二级能量

转换的损耗，为电能直接 100% 转化成直线运动的矢动量，

在能量守恒的前提下，找到了科学依据。

图 2 磁感型电动机 NS

图 3

图 4

图 5

2.1  等效电路

磁感型磁力驱动的物理模型

为了周期型控制磁场变化，（磁振子的磁力线目前没

有闭合）。我们引进开关管导通和关闭来实现，如图 6，

为简化的 BUCK 电路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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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作过程

当开关 S 在导通时，有图 7 所示电流 is= iL 流过电

感线圈 L, 在电感线圈未饱和前，电流线性增加，在负载

R 上流过。

电流 I0，两端输出电压 VO, 极性上正下负。当 is>I0 

时，电容在充电状态。这时二极管 D 承受反向电压，当

开关截止时，如图 7 所示，由于线圈 L 中的磁性将改变

线圈 L 两端的电压极性，以保持其电流 iL 不变。工作中

输入电流 is, 在开关闭合时 ,is >0 , 开关打开时，is = 0 

故 is 是脉动的。

图 6

图 7

2.3  控制方式

PWM 脉宽调制时控制占空比，实现输入电感的电流

是脉动的，在活塞在吸气和做功时，开关管导通，让电流

尖峰流过线圈，电流达到峰值。磁振子，跟随线圈和线圈

包络的软磁体的磁场振荡，振荡波形和周期 T。通过调整

电感，电容参数和傅里叶函数数字建模，可以建立推力函

数 f（F）表达式 ：

f（F）=f（I）BC 把 B=UeH=NI/l 代入

                         = f（I）UeHC

                         = f（I）UeNf(I)C/l

                         = f2（I）UeNC/l--------------（1）

I: 为流过螺线圈的电流

Ue ：为软磁有效磁导率

N ：: 为螺线圈的匝数

C: 为磁振子的外圆周长

l ：: 为螺线圈的长度

H ：为磁场强度

B: 磁感应强度

推力方程是一个关于电流函数平方的函数波，只要用开

关管控制好电流波形，就可以让电驱动的力和油驱动的力，

大小和方向同步。这样曲轴就同步无磨损的产生扭矩和旋转。

如图 8. 软磁全部是延，气缸轴向方向平行的磁场，简

称轴向磁场。均匀分布成圆管形态。电磁钢片的叠加方式

和过去普通电机的叠加方式不同，与过去的方式刚好是垂

直的。或者电磁钢做卷绕，总之在线圈里，让磁力线要连

续而平行，不能有中断。如图九，四块软磁体间隔的空白处，

为振子提供磁悬浮预留空间。磁悬浮的轴瓦布置在振子振

幅的边界外，磁场成径向分布，简称径向磁场，与轴向垂直。

图 8

设计功率的计算公式为 ：P=W/t= f（F）S/t 代入方

程（1）= f2（I）UeNCS/lt

P 为单缸的输出功率

S 为活塞上下止点的距离

t 为开关导通时间 =D* 开关频率

D 为占空比

3   结束语

本文针对磁感机和电感机做了科学辨析，从底层解释

了电感型电动机产生角动量力矩的原理 ；磁感型电动机产生

矢动量力矩的原理。为动力电机设计拓展了新途径，并给出

了相应的方案。电机设计技术人员可以根据电机使用的环境，

运动方式和能耗指标，合理设计磁感电动机。摒弃习惯思维：

电机都是定子和转子为框架的机构设计。发掘创新思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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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 ：以振子和定子为基本架构，做出能效比更高的动力

电机。从而为顾客和社会的节能减排做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为 ,杨海军 ,卢增艺 ,张逸成 ,袁登科 ,王兴 .电动汽车用

大功率高频变压器设计 .中国电源学会电子分会第七届学术

年会论文集.

[2] 林金铭 ,李湘生 .电机设计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 7- 111-

02061-8

[3] Annicewen. 磁感磁容新概念剖析和对比 .国际电子变压器

2005 年 4月刊 .

上接37页

Comparator

Isolation 
Barrier

Digital Isolator Micro-controller

MCU
Fault 

Detection

PWM control of 
IGBTs/GaN/SiC

G
at

e 
D

riv
er

s 
E

na
bl

e

Optional

Gate Drivers 
Enable

Feedback
Control

Shunt

Isolation 
Barrier

Reference

Isolated Amplifier
Optional

图 3 ：使用标准比较器和数字隔离器进行故障检测

使用隔离式比较器

图 4 所示的隔离式比较器通过集成标准比较器和数字

隔离器的功能，提供了一种小巧且超快的过流检测方法。

您可以使用隔离式放大器或隔离式调制器进行反馈控制。

图 4 ：使用隔离式比较器进行故障检测

表 1 ：比较基于分流器的过流检测方法

参数
隔离式

放大器

隔离式

调制器

分立式

实施

隔离式

比较器
延迟 差 合格 合格 非常好
精度 非常好 非常好 合格 非常好
尺寸 差 合格 差 非常好
成本 差 差 差 非常好
隔离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AMC23C12 等隔离式比较器为故障检测提供了一种

经济高效的小尺寸解决方案。这些器件具有极低的延迟 

(<400ns)，可实现更快的过流检测。AMC23C12 集成了

一个用于为高端供电的宽输入范围（3V - 27V）低压降

稳压器、一个单窗口比较器和一个电隔离层，与分立式实

施相比，PCB 面积减少高达 50%，物料清单数量也更少。

AMC23C12 系列具有可调跳变阈值和低于 3% 的精度（在

最坏情况下），可满足日益增长的过流、过压、过热、欠

压和欠流检测需求。

表 1 比较了各种基于分流器的故障检测方法。

随着提高系统弹性和采用更快的开关晶体管（如 SiC

和 GaN）的需求激增，对准确和快速故障检测的需求变

得更加重要。AMC23C12 系列隔离式比较器可快速检测

各种故障事件，帮助设计人员开发具有更高容错能力的高

压系统。

其他资源

• 请查看 TI 的隔离式放大器和调制器。

• 请阅读模拟设计期刊文章“在电机驱动器中使用

隔离式比较器进行过流和过压故障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