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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电动摩托车的磁阻式旋转变压器设计
钟旺，陈亮亮，伍家驹

南昌航空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南昌 330063

摘  要：磁阻式旋转变压器具有可靠性高、寿命长、抗干扰性强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电动摩托车的电机控制系统中。

本文在深入分析磁阻式旋转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的基础上，结合电动摩托车的应用需求，设计了一

款14/4级结构的旋转变压器。首先，分析计算了磁阻式旋转变压器的定转子结构参数及绕组分布，接着采用

Ansoft 软件对设计的旋变进行仿真分析，初步验证了设计方案的有效性，最后加工实验样机，通过实验进一步

对设计方案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新设计的磁阻式旋转变压器输出的正余弦波形满足要求，能够准确测量转子

的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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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reluctance resolver for electric motor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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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uctance resolver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reliability, durable and strong anti-interference,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the motor control system of electric motorcycl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reluctance resolver,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electric motorcycle, a 14 / 4 stage structure of the resolver 

is designed. Firstly, the stator and rotor structure parameters and winding distribution of 

the reluctance resolver are calculated. Then through the simulate calculation by Ansoft ,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sign scheme is preliminarily verified.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prototype 

is manufactured and the design scheme is further verified through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utput sine and cosine waveforms of the newly designed reluctance resolv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and can accurately measure the rotor position information.

Keywords:  Reluctance resolver, Finite element method, Electric motorcycle

0 引言

旋转变压器是电机伺服控制系统中极为关键的零部件

之一，它是一种用于检测电机转子位置信息的传感器，其

输出电压包含电机转子角度信息，通过解码器解算可得到

转子位置 [1]。

磁阻式旋转变压器是一种利用磁阻效应的高精度位置

传感器，其基于凸极转子的特殊形状，通过改变气隙磁阻

来产生具有转子位置信号，主要应用于坐标变换、三角运算、

角度传输等方面。相较于传统旋转变压器，磁阻式旋转变

压器不需要电刷滑环，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抗干扰、无刷化、

高精度、耐高温等特点，在工业、军事、航天等各个领域

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2-5]。

目前国内外对于磁阻式旋转变压器的设计主要是基于

Ansoft 仿真软件，较少从理论上分析计算定转子结构参数

及绕组匝数分布，且设计过程不够清晰 [6-7]。针对电动摩托

车的应用背景，本文着重于阐述旋变设计过程中的参数计

算、绕组分布以及励磁绕组与输出绕组的绕线方式，对设

计方案进行有限元仿真，并制作旋变样机进行验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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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验证了该设计方案的有效性。

1 磁阻式旋转变压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磁阻式旋转变压器通常可分为三类 ：比例磁阻式旋转

变压器、线性磁阻式旋转变压器以及正余弦磁阻式旋转变压

器 [8]。本文所研究的是正余弦磁阻式旋转变压器，其结构与

电机相似，由定子和转子两部分组成，旋变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磁阻式旋转变压器结构图

其定、转子都由硅钢片叠片而成，励磁绕组和正余弦

两相输出绕组均分布在定子上，转子是一块具有特殊形状

的铁芯，其上不加绕组。定转子之间无接触，旋变转子通

过转轴与电机的转子相连，当电机转动时，由于转子的特

殊形状，正余弦输出绕组与励磁绕组之间的互感呈正弦式

变化，使得输出绕组上得到具有转子位置信号的感应电动

势 [4]。其工作原理如图 2 所示 ：

图 2   旋变工作原理图

与一般变压器原理相似，当 S1-S2 励磁端通入一定

频率的交流电压时，在 R1-R2 正弦输出端和 R3-R4 余弦

输出端会感应出电压，当电机旋转时，旋变转子也会同轴

同速转动，由于定转子间气隙的存在以及转子的特殊形状，

会使得气隙磁阻成周期变化，从而使感应出的输出电压波

形包含电机转速的位置信息 [3]。

设激励绕组电压为 ：

                                               (1)

式中 Em 为励磁电压的幅值，ω=2πf，f 为励磁电压的频率。

则正余弦输出绕组的输出电压与转子的角度关系可表

示为 ：

                            (2)

式中 Usin 和 Ucos 分别为正余弦输出电压，K 为电压变比，P

为转子极对数，θ 为转子转过的角度。旋变解码时将正弦

相乘以 cosα，余弦相乘以 sinα，再把两式相减 ：

       (3)

令 Usin-Ucos=VSC，整理得到

                                   (4)

当 α 不断趋近于时，VSC=0，此时 θ=α，即可以得到转

子的位置信息。

2 磁阻式旋转变压器的设计

2.1  定转子结构设计

旋转变压器不像一般功率电机，作为一个位置传感元

件，其电磁设计主要要求是保证输出函数的精度，根据安

装尺寸需要，旋变设计时应保证定子外径 Dout 与被测电机

的尺寸相配合、转子内径 Dr 与电机转轴可靠连接 [10]。转

子内径与定子外径确定后即可计算出旋转变压器的其他尺

寸，旋变的尺寸参数主要包括定子内径 Din、槽口宽度 e f、

齿宽 d、最大气隙长度 δmax、最小气隙长度 δmin、凸极最低

点 r、正弦系数 h 等，其尺寸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磁阻式旋转变压器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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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为一个定子极数 P 为 14、转子极数 Z 为

4 的旋转变压器，定子外径 Dout 通常指的是定子轭部外圆，

而由于旋变需要固定安装在电机上且需要矫正位置，往往

需要在此基础增加安装孔，因此旋变整体会增大，由旋变

的转子内径 Dr 和定子外径 Dout 可以确定定子内径 D in，一

般由如下公式得到 ：

                                                   (5)

齿宽 d 一般与定子内径和定子极数相关，经验公式为：

                                                             (6)

通常齿宽与齿距的比值为 0.5 时，两相输出绕组的谐

波畸变率最低，但在实际设计中，为保证槽满率不要太高，

可以齿宽 d 选择一个稍微较小一点的值。为方便绕线，槽

口宽度一般不小于 0.8mm。

旋变转子具有特殊的形状，利用转子的凸极效应，以

保证电机旋转时气隙长度成正弦周期变化，使得励磁绕

组与信号输出绕组之间由于互感感应出具有转子位置信

息的正余弦电动势，从图中可以看出最小气隙长度 δmin 为

Din/2-（r+h），最大气隙长度 δmax 为 Din/2-r。每当转子转

过一个凸极，气隙磁导都会周期变化一次，因此旋变的极

对数就是转子凸极数。转子凸极的形状将影响气隙变化的

正弦性，进而影响气隙磁导并使得信号输出波形发生畸变。

在 Ansoft-Maxwell 仿真软件中，按以下公式来建立凸极

转子模型 [9] ：

                                                                     (7)

2.2  绕组结构设计

旋变是否具有良好工作性能，不仅需要定转子的合理

设计，也需对其绕组合理排布，若旋变的绕组设计不合理，

会使输出波形产生畸变，导致检测到的电机位置不够精确，

严重时甚至会损坏电机控制系统。磁阻式旋转变压器的励

磁绕组为集中等匝绕组，其绕组匝数可由以下公式得到 ：

                                             (8)

式 (8) 中 i 为定子齿序号，Ni 为第 i 齿上绕组匝数，N0 为

励磁绕组基础匝数，图 4 为定子齿数为 14 极的旋变励磁

绕组分布图，其基础匝数为 20 匝。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励磁绕组每个定子齿的匝数均相等，

且逐槽反向串联在定子齿中，以形成交替的 N、S 极。

传统的磁阻式旋转变压器输出信号绕组与励磁绕组一

样均采用集中等匝分布，其绕线方式简单，信号绕组隔槽

反向串接，在空间上相互正交，但其输出电压的谐波含量

较高，对于输出精度要求不高的电机可采用这种简单的绕

线方式 [10]。为提高输出精度，本文采用正弦分布不等匝结

构的输出信号绕组绕线方式，旋变的两相绕组在 Zi 个定子

齿上成正弦式分布，两相绕组相差 90°电角度，可以有效

的利用其谐波抑制能力消除高次谐波，提高旋变的输出精

度。磁阻式旋转变压器正弦信号绕组各定子齿匝数计算方

法如下 ：

                          (9)

式 (9) 中 Nsi 为正弦信号绕组第 i 齿上的绕组匝数，Nci 为余

弦信号绕组第 i 齿上的绕组匝数，Nz 为信号绕组的基础匝

数，θ 为信号绕组轴线与定子槽的最小夹角。图 5 为定子

14 极、转子 4 极的正余弦信号绕组匝数分布图，此时 θ

为 45°，信号绕组的基本匝数为 70 匝。

图 4   励磁绕组匝数分布图



180 2022.10·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2.10 181·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图 5   正余弦绕组匝数分布

如图 5 所示，两相输出绕组匝数呈周期性分布，每转

过 7 个定子齿为一个周期，各齿上绕组匝数有正有负，其

正负值与励磁绕组绕向有关，正号表示与励磁绕组绕向一

致，负号表示与励磁绕组绕向相反。

3 有限元仿真分析

由 上 确 定 了 旋 变 定 转 子 形 状 以 及 绕 组 分 布， 在

Ansoft-Maxwell 二维有限元仿真软件中对一台 14 槽 4

对极的旋变进行瞬态仿真分析，其仿真模型如图 6 所示。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两相信号绕组输出的电压波形为

包络线，二者相差 90°电角度，且正余弦输出波形幅值相

差在 1mV 以内，波形畸变较小，与设计预期相符。

由于旋变具有低磁负荷的特点，尽管所加激励频率

很高，但其涡流损耗仍很小，为保证输出函数的精度，其

工作磁密应选在磁性材料磁化曲线的线性区域，因此在制

作选材时要选择磁化曲线线性度好、饱和磁通密度高、磁

导率高的材料。材料选用铁硅合金 DG41 或铁镍软磁材

料 1J50 时，其最大磁密为 8000GS，而当选用铁镍材料

1J79 时，其最大磁密不应超过 5000GS [8]。旋转变压器

一般空载阻抗较低且由于输入端励磁电压恒定，因此可以

选用一些加工工艺好、低饱和磁通密度的硅钢片材料，通

常励磁频率越高，选用的硅钢片也应愈薄。本设计选用冷

轨无取向硅钢片 DW310-35 作为材料，含硅量在 0.5%-

3.0%，特点是表面平滑、厚度均匀，低铁损，冲片性能好，

其磁密线分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最大磁密仅为

541.61GS。

图 6   二维有限元仿真模型

上节在信号绕组匝数设计中引入了 45°电角度，因此，

对于 4 对极转子旋变，在仿真时应使凸极转子逆时针旋转

11.25°时记为其初始位置，这样才能使正弦输出信号波

形从零点开始，其正余弦输出信号仿真波形如图 7 所示 ：

图 7   正余弦输出信号绕组仿真波形

图 8   磁密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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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方案的可行性，根据理论设计尺寸加

工了一套样机，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看出，由于旋变工作在低速下，所受干扰较多，

其包络线的毛刺也较多，不过经滤波放大之后包络线平滑

完整，能够达到设计要求。总的来说电机转速越大，旋变

输出精度越高，从冲片工艺的角度来讲，旋变的输出精度

主要受铁芯材料的磁性能、铁芯叠片质量、气隙均匀性的

影响，除此之外，旋变的精度也受所加励磁电压频率影响，

因此若想提升旋变的输出精度也可适当提高激励频率。

5 结语

本文设计了一款应用于电动摩托车电机控制系统的磁

阻式旋转变压器，给出了旋变定转子的主要设计参数，从

理论上推导了定子励磁绕组和输出绕组的匝数以及分布方

式。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磁阻式旋转变压器

输出端正余弦波形满足要求，能够准确测量转子的位置信

息，实验结果也为今后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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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4\4 极磁阻式旋转变压器实物图

在旋变绕制时考虑到槽满率、电流密度以及漏磁的影

响，所绕导线轴向高度应尽可能小，在制作成本允许的情

况下可以制作固定模具以便于落线，一般来说，导线线径

应在 0.1mm-0.2mm 间，本设计选用 0.12mm 的漆包线。

由于旋变工艺制作上的误差，以及电机实际工作时的

外界干扰，无法保证两相输出绕组线圈的位置完全均匀，

因此实际输出的正余弦信号存在一定的谐波干扰。图 10

为电机转速为 500r/min 时旋变正弦相输出电压波形。

图 10   500r/min 时旋变正弦相输出电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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