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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论述电机学及其统一理论,全书包含绪论和6篇正文。前5篇涵盖了变压器、直流电机、异
步电机、同步电机和特种电机的内容,对以上各类电机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运行性能和工作特性进行了

详细的分析和论述。

本书特色分明,一改以往各种版本的《电机学》的编写模式,内容精简、编排合理、结构新颖,各种电机

的分类一目了然。

此外,本书首次在《电机学》教材中对“电机统一理论”进行了论述,实现了对电机学理论的创新。

与本书同时出版的还有与之配套的学习指导书,书中不但附有全部的“习题解答”,还有“内容提要”
“疑难剖析”“拾遗补阙”“习题补充”等针对性的学习指导内容,相信其对读者的学习会大为有益。

本书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含各专业方向)电机学课程教材,也可作为自动化及其他相关专业

的电机原理课程的选用教材,还可供有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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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学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其教材虽然版本很多,在
编写体系上却大都沿用旧时电机制造专业教材的编写方式,因此,已远不能满足宽口径的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中的各专业方向的共同要求。
此外,由于教学改革的需要,专业课的课程门类与学时数均已大幅精简。这样,课程内

容与学时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迫切需要一本能够解决上述矛盾,既在篇幅上大为精简,又
在内容上涵盖更广的电机学教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书对原版《电机学》教材进行了全

新编著,并更名为《电机学教程》。
本书一改以往的编写方式,删去了大量的各种电机内部结构,以及各种电磁现象细节的

描述,使全书内容精简,重点突出。
此外,本书还在结构上进行了重新编排,将以往版本《电机学》惯用的“四大电机”的编写

形式,改为“五大类电机”的编写结构,即将原分散在“四大电机”内的各类特种电机集中编写

在一篇中(取名为“特种电机”)。这样,既突出了“四大电机”这一电机学的主要内容,又使各

种电机的分类一目了然。
虽然学界对“电机统一理论”的提法已有时日,但至今尚未见有关论著公开发表。戴文

进教授首次提出了“电机统一理论”,相信这是电机学理论的一次创新,也是对电机理论发展

做出的一点贡献。
全书共分6篇。其中,绪论、第3篇、第5篇由杨莉编写,第1篇、第2篇由陈瑛编写,第

4篇由张景明编写,第6篇由戴文进编写。全书由杨莉统稿。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

戴文进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所有编者虽都长期工作在电机学的教学第一线,且对该门课程的教学改革有一定

体会,但毕竟水平有限,加之本书在结构体系和内容取舍上均作了较大改动,故书中谬误在

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2022年8月于南昌大学





   

主要符号表

  A  区域,面积

a 并联支路对数

B 磁通密度,磁感应强度

Bδ 气隙磁通密度

C 电容

Ce 电势常数

CT 转矩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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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电流相量的幅值;直流电流

Ia 电枢电流

Id 电流的直轴分量

If 励磁电流

IL 线电流,负载电流

Iq 电流的交轴分量

Iϕ 相电流

i 电流瞬时值

J 电流密度

k 变压器变比

kA 自耦变压器变比

kc 短路比

kM 静态过载倍数

kN 绕组系数

kq 绕组短距系数

kst 起动倍数

ky 绕组分布系数

kμ 饱和系数

L 自感,长度

Lm 励磁电感

Lt 同步电感

Lσ 漏电感

M 互感

m 相数

N 匝数

Neff 每相有效匝数

Nf 励磁绕组匝数

Ns 串励绕组匝数

n 机械转速

n1 同步转速

P 有功功率

Pem 电磁功率

Pmec 机械功率

Psyn 比整步功率

p 磁极对数

pad 附加损耗

pCu 铜损耗

pFe 铁损耗

pmec 机械损耗,摩擦和风阻损耗

q 每极每相槽数

R1 一次(定子)绕组电阻

R2 二次(转子)绕组电阻

R'2 R2 的折算值

Ra 电枢绕组电阻

Ras 串励绕组电阻

Rm 励磁电阻,磁阻

S 视在功率

s 转差率

T 电磁转矩

T0 空载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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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输入转矩

T2 输出转矩

Tsyn 比整步转矩

Tst 起动转矩

t 时间,温度

U 电压

U0 空载电压

Uk 短路电压

X1σ 一次(定子)绕组漏电抗

X2σ 二次(转子)绕组漏电抗

Xa 电枢反应电抗

Xad 直轴电枢反应电抗

Xaq 交轴电枢反应电抗

Xd 直轴同步电抗

Xk 短路电抗

Xm 励磁电抗

Xp 保梯电抗

Xq 交轴同步电抗

Xt 同步电抗

Xσ 漏电抗

y 绕组合成节距

y1 绕组第一节距

y2 绕组第二节距

Z 交流绕组槽数

Z1,Z2 一次(定子)阻抗,二次(转子)阻抗

Zm 励磁阻抗

α 槽距角,角度,电角度

β 夹角,机械特性斜率

δ 气隙

ε 小数,误差

η 效率

θ 温升,功率角

λ 单位面积磁导,导热系数

μ 磁导率

ν 谐波次数

τ 极距

Φ 磁通

Φ0 励磁磁通

Φδ 气隙磁通

Φσ 漏磁通

Ψ 磁链,内功率因数角

Ω 机械角速度

ω 角频率,电角速度

φ 相位角,阻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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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章
绪论

0.1 电机总览

0.1.1 电机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电能是能量的一种形式。与其他形式的能量相比,电能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适宜于大量

生产、集中管理、远距离传输和自动控制。人类对能量利用和控制的能力决定着社会的生产

潜能,从而又影响着人类生活方式的进步。目前,全球每年电能的用量大约为104 亿kW·

h,并且还在以每年10亿kW·h的速度增长。
电机是将电能从最初的能源形式转换过来的重要工具,也是将大部分电能转换为机械

能的装置。在电力工业、工矿企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科学文化及日常生活等领域,电
机都是十分重要的设备。在电力工业中,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发电机以及将电网电压升

高或降低的变压器都是电力系统中的关键设备。在工矿企业中,各种机床电机、轧钢机、压
缩机、起重机、水泵、风机,交通运输中的汽车电器、电力机车、磁悬浮列车、城市轨道列车,农
业中的电力排灌、农产品加工,日常生活中的汽车、办公设备、电冰箱、空调、洗衣机,航海和

航空领域中的舰船推进电源、航空电机,以及国防、文教、医疗等领域都需要不同特性的电

机。随着工业企业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还需要众多的各种容量的精密控制电机,
作为整个自动控制系统中的重要元件。

显然,电机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

高,它本身的内容也在不断深化和更新。

0.1.2 电机的发明简史

电机的历史可追溯到1831年迈克尔·法拉第发明的盘式电机,这是一种真正的直流电

机。此后,人们对电机的兴趣一直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和处于好奇的状态。直到19世纪70
年代,托马斯·爱迪生为了让电灯进入千家万户,开始了商业目的直流发电机的研制。在此

项工作中,爱迪生提出将电能从集中的发电站输出,然后对用户进行分配这个全新概念。他

作为领路人,倡导广泛地应用电动机,并引入电网的基本框架这一概念。
电机历史上主要的里程碑是,1888年尼古拉·特斯拉发明了三相感应电动机并申请了

专利。特斯拉的交流电的理论领先于查理斯·施泰因梅茨十来年,1900年可靠的卷铁芯式

变压器问世,从而开创了长距离输电的新纪元。当时,美国为完成电气化的进程又花了30
年的时间,而且直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农村配电系统还没有完成。但是无论如何,在
此期间美国的电气化进程进展还是很顺利的。电机的推广应用,紧紧跟随着电网扩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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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
尽管今天应用的电机学的理论可追溯到100年以前,但是其更新和提高的脚步从来没

有停止过。更好的铁磁和绝缘材料的不断研制,使功率密度比早期电机的功率密度超出一

个数量级。大容量电机的制造技术降低了电机制造成本,因而为其更广泛的应用打开了大

门。可靠的高功率等级的开关装置,以及近几十年来由于“固态革命”产生的微处理机,使电

气拖动领域的控制水平大大提高。所有这一切,都是能量的利用与控制能力的提高,从而不

断地促进着人类生活方式的进步。

0.1.3 电机的分类

电机是一种以磁场作为中间媒介的双向能量转换装置,用于实现机械能和电能的转换、
电能形式的变换和信号的传递、变换。而利用光电效应、压电效应、热电效应和化学反应等

产生电能的装置通常不包括在电机范畴内。电机本身不是能源,但其输入、输出中至少有一

方必须为电能。
电机的用途广泛,种类很多,按照电机在应用中的能量转换功能可分为以下几种:
(1)发电机———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电机;
(2)电动机———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电机;
(3)变换器———将电能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电能的电机,如变压器、变流器、变频机、移

相机;
(4)控制电机———作为控制系统中的元件,进行信号的传递、变换,不以功率传递为主

要功能。
此外,按照所应用的电流种类,电机可分为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按运动方式来分,电

机可分为静止设备和旋转设备,前者为变压器,后者包括直流电机、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
本书基本按原理分类,主要包含变压器、直流电机、异步电机、同步电机等四大类电机。

此外,对在工业控制和特殊传动领域广泛使用的特种电机也进行了专门叙述。

0.1.4 电机学课程特点和学习方法

电机学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是后续专业课程的理

论基础。通过对电机的基本结构、电磁关系、工作原理和运行性能的分析,可使学生逐步掌

握电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提高分析和解决电机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电机原理始于带电导体和磁场间的相互作用,对变压器和旋转电机来说,两个或两个以

上空间磁场相互之间的作用是分析的主要内容。对物理学中电、磁、机械三类变量之间的相

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理解,是学习电机学的基础。同时,电机学的研究对象是实际使用的各

种具体电机,不是条件单纯、非具体的理想化元件。这就要求学生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抓

住主要矛盾,重视电机学实验和实践环节。
虽然电机形式多样,但本书对电机的分析过程具有共同性。首先概览该类电机的结构、

特点、应用、基本原理、参数规格等,然后对其工作原理和电磁关系进行定性分析,再通过电

路方程、等效电路和相量图等形式对电机中的各物理量及相互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最后对电

机运行性能和实际应用进行总结。这就要求学生要融会贯通,重点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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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电磁理论基础

各类电机的运行都以基本电磁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为基础,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和基尔

霍夫电压定律等电路定律在电路课程中已作详细叙述,下面简单介绍电机学中常用的基本

磁路定律和判定定则。

0.2.1 电磁力定律(洛伦兹力方程)

电磁场是一个空间区域,运动电荷在电磁场中将受到力的作用,其大小和方向由下式

决定:

F=q×B (0-1)
式中,F 为力,单位为N;q为电荷电量,单位为C;为电荷运动速度,单位为m/s;B 为磁

感应强度,也称为磁通密度,单位为T。
电荷在导体中流动就形成电流。如图0-1所示,如一大小为I的电流在均匀磁场中流过

图0-1 洛伦兹力

长度为l的导体,则式(0-1)中的q可由lI替代,因而得

F=lI×B (0-2)
由于图0-1中的B 和I垂直,则力的大小由式F=BIl决定,
电磁力的方向由左手定则判定。即磁力线方向(B 的方向)穿
过左手掌心,四指方向指向电流方向,则大拇指所指方向即为

通电导体的受力方向。
例0-1 如图0-1所示的导体,处于图中所示方向的磁场

中,其大小为B(t)=5cosωt(T),导体的长度为25cm,流过的

电流i(t)=2cosωt(A),方向如图0-1中I 所示,求导体上所

受的作用力。
解 由于I和B 相互垂直,因此,由式(0-2)可知力的大小为

F=l·i(t)·B(t)·sin(π/2)

=0.25×2cosωt×5cosωt
=2.5cosωtcosωt=1.25+1.25cos2ωt(N)

力F 的方向向上。

0.2.2 毕奥-萨伐尔(Boit-Savart)定律

电荷的流动,即电流,产生磁场强度H。在距一长载流导体垂直距离为R(单位为 m)
的任意一点P 处的H(单位为A/m)的大小和方向,由下式决定:

H =
1
2πRI×aR (0-3)

式中,被一以R 为半径的环形路径所包围的电流矢量I(单位为A),以及矢量aR 如图0-2所

示。磁通密度B 可根据式(0-4)由磁场强度H 求出:

B=μH =μrμ0H (0-4)
系数μ(单位为H/m)为磁导率,由磁场所在点的材料特性决定,而相对磁导率μr 是一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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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 毕奥-萨伐尔定律

位的量,其表示式为

μr=μ
μ0

(0-5)

式中μ0=4π×10-7H/m,为真空中的磁导率。
例0-2 直径可忽略不计的导体长10m,载5A的

恒定电流,假定导体足够长,所处空气的磁导率为μ=
4π×10-7H/m。求与导体距离为R 处的磁通密度B 和

磁场强度H(参考图0-2)。
解 点P 可以以半径R 绕着导体任意转动,其每点

的 H 值相同,方向为逆时针,据式(0-3),可得与导体距离为R 处的H 值为

H =
I
2πR=

5
2πR=

0.796
R
(A/m)

据式(0-4),得

B=μH =4π×10-7×
0.796
R =

1×10-6

R
(T)

0.2.3 右手定则

根据毕奥-萨伐尔定律(简称毕-萨定律),运用右手定则,可以很方便地判断一载流导

体周围磁场的方向。即假设用右手握住一载流导体,且大拇指的方向指向电流的方向,微微

握紧的四指所指的方向便为B 或H 的方向。
磁通Φ(单位为 Wb)的大小由下式得出:

Φ=∫B·dA (0-6)

式中,dA 为B 经过截面积的微分。若dA 所处的平面与B 正交,则由右手定则可知磁通

Φ 的方向。图0-3给出了由已知电流I决定的磁场方向。

图0-3 右手定则示意图

(a)直导线;(b)圆线圈

0.2.4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一匝数为N,与交变磁通Φ 匝链的线圈,其两端的感应电动势e大小为

e=NdΦdt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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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楞次定律

式(0-7)中电压极性由楞次定律判断。交变磁通在线圈中感应电动势的极性如此判

断:若该感应电动势产生一电流,则该电流产生的磁通将阻碍原磁通的改变。图0-4中示出

了产生电动势e的极性的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中,磁通的方向是相同的,但前一种情况

下磁通是增大的,而后一种情况下磁通则是减小的。

图0-4 楞次定律示意图

(a)磁通增大(dΦ/dt>0);(b)磁通减小(dΦ/dt<0)

    
图0-5 Blv定则示意图

 

0.2.6 Bl定则

下面分析图0-5中,由长为l的直导体(单位为m)与少许连线形成的矩形区域。此处,一
直不变的均匀磁通垂直进入纸面。此时,该导体以速度v(单位为m/s)沿着纸面向右运动切

割磁力线。由式(0-6)可知,图中由导体与其连线形成的一匝线圈两端感应电动势的磁通为

Φ=BA=Blx (0-8)
由于N=1,根据式(0-7),可得

e=
dΦ
dt=

dBlx
dt =Bldxdt=Blv (0-9)

由于磁通密度B 不变,故而有式(0-9)的结果。因此,Blv 定则仅适用于恒定磁场。图0-5
中的感应电动势极性可由楞次定律来检验,这时应注意,通过一匝线圈的磁通是增加的。

0.2.7 安培电路定律(全电流定律)

电路与其产生的磁场之间的关系为

∮H·dl=∑I=F (0-10)

图0-6 安培电路定律示意图

式中,dl为沿积分的闭合路径中的长度元,F 为磁动势。虽然式(0-10)在一般情况下求解

很麻烦,但若沿积分路径某一段上的磁场强度是均匀

的,则方程就变得简单多了。在图0-6中,假定磁场强度

H 在l1、l2、l3 和l4 各段上都是均匀的,则由式(0-10)
可得

∮H·dl=H1l1+H2l2+H3l3+H4l4

=NI=F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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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能量守恒定律

机电能量转换,是指将能量从电能转换为机械能,或者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过程。这

种转换并不是直接的,而需首先将其转换为媒介形式的磁能(然后再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能

量)。这种转换是可逆的,只是在转换过程中伴随有消耗的热能。
电机在能量转换或传递的过程中必须遵守能量守恒定律。虽然可任意假定,但还是按

惯例假定能量从电机的一对端口流进,并由机械负载吸收,即转化为运动。这样能量转换符

合以下等式:
{电能输入}-{绕组热损耗}-{铁芯损耗}

={机械系统能量}+{摩擦损耗}+{磁场储能}

0.3 铁磁材料和磁路

从磁性能方面看,所有材料分为铁磁材料和非磁性材料两类,这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磁化

曲线。非磁性材料的磁化曲线是线性的,而铁磁材料的磁化曲线为非线性的B-H 曲线。
实际电机几乎整个磁路都是用铁磁材料制作的。

0.3.1 饱和现象

图0-7(a)中典型的铁磁材料的B-H 特性曲线,通常分为线性区域和饱和区域。两者

之间的转折点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膝点。此外,图0-7(b)中还示出了铁磁材料的μr-H
曲线。

图0-7 磁化特性曲线

非铁磁材料的相对磁导率μr=1(μr=μ/μ0),而在整个实用的磁通密度范围内,铁磁材

料的相对磁导率要比1大得多(其值为2000~6000)。
专门用于机电能量转换装置的电工钢片,是用特殊加工工艺生产出来的,主要用于某些

特殊场合。铁磁材料的原子的电子数比内层全电子数要少,因此,由电子旋转产生的磁场在

原子内部并不能完全抵消。所以,铁磁材料的每一个原子就有一个磁力能。当熔化的铁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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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凝固时,在原子层面的区域内便形成晶体。在每一个区域内,所有原子的磁力能排列

一致。
无向性电工钢片要经过特殊的冶金工艺程序加工,以便使其形成斜角形的磁畴,如

图0-8(a)所示,其中晶体的结构达到了静态磁平衡。如图0-8(b)所示,只需一个中等程度

的H 场,便可使原子的磁力能方向相反,且在每一晶体中能有效地移动磁畴。由于此时的合

成磁力能的方向向右,因此磁通的方向也是自左向右的。这种磁畴移动现象发生在图0-7(a)
中磁化曲线的线性区域段。若 H 场方向向上,则磁畴便这样移动,以使磁力能的方向

也向上;若此时施加一中等程度的 H 场,材料中的磁通流向可为任何方向。这种支持任

意方向磁通的潜能,使得这种材料适用于构造电机的磁路,这便是无向性电工钢片的

基础。  

图0-8 磁化过程

(a)无外加 H 场;(b)外加中等 H 场;(c)外加强 H 场

在磁畴完全崩溃后,磁力能仍然有一个唯一的方向,这就是外施磁场的方向。如若外施

磁场明显增加,则所有的磁力能便沿着外施磁场方向一致排列,如图0-8(c)所示。在外施磁

场大大增加的情况下,从磁畴的崩溃到磁力能的排列一致,大约增加了15%的磁通。该现

象发生在图0-7(a)中磁化曲线的饱和区域段。
另一些冶金加工工艺,采用加强晶体结构和控制轧制方向的方法,可产生纹理取向电工钢

片。在这种情况下,磁畴几乎是沿一个方向,只需必要的磁畴移动,便可获得很高的磁通密度。
因此,纹理取向电工钢片与无向电工钢片相比,只需一很小的H 场,便可获得很高的B 场。这

种纹理取向电工钢片在变压器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因为变压器的磁路方向是一定的。

0.3.2 磁滞现象与磁滞损耗

若对一铁磁材料样品外施一磁场,而后又移开,在不再对其施加反向磁场的情况下,磁
畴便不会在原处出现。其内在原因是,一些原子的磁力能的排列方向与原来的排列轴心不

一致。因此,其磁力能并不为零,因而产生一个小的B 场。这样,下降的B-H 曲线段,并不

再沿上升的B-H 曲线段返回,这种现象称为磁滞现象。由于存在磁滞现象,对铁磁进行反

复磁化可得到一条闭合曲线,称为磁滞回线。反复磁化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称为磁滞损耗,
该损耗与磁滞回线的面积(由磁通密度的最大值Bm 决定)、磁场交变频率f 和铁磁材料体

积V 成正比,可用经验公式表示为

pHy=CHyBn
m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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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Hy为与材料有关的磁滞损耗系数;n=1.5~2,估算时一般取n=2。

0.3.3 涡流现象与涡流损耗

因为铁芯是导磁体也是导电体,交变磁场在铁芯内产生自行闭合的感应电流,称为涡

流,涡流在铁芯中产生热损耗,即所谓涡流损耗。频率越高,磁通密度越大,感应电动势就越

大,涡流损耗也越大;铁芯的电阻率越大,涡流流过的路径越长,涡流损耗就越小。电机铁芯

通常由加入适量硅的硅钢片(又称电工钢片)叠压而成,由于硅的加入使铁芯材料的电阻率

增大,硅钢片沿磁力线方向排列,钢片间有绝缘层,叠片越薄,损耗越低,如图0-9(a)~(c)所
示。如不计饱和影响,由正弦波电流所激励的交变磁场中的铁芯涡流损耗的经验公式为

pFt=CFtB2
mf2d2V

其中,CFt为取决于材料性质的涡流损耗系数;d 为铁芯叠片厚度;其余符号的含义同前。

图0-9 铁磁材料中的涡流

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之和为铁芯损耗,对于一般电工钢片,Bm 在1.8T以内,可近似表

示为

pFe=CFeB2
mf1.3G (0-12)

式中,CFe为铁芯的损耗系数;G 为铁磁材料的质量;其余符号的含义同前。
工程上常用实验测出并以曲线或表格表示各种铁磁材料在不同频率、不同磁通密度下

的比损耗(每千克材料的铁芯损耗),再计算铁磁损耗pFe。
铁芯损耗均转化为热能使铁芯温度升高。为防止电机过热,一方面采用硅钢片以减小

铁芯损耗,另一方面则应采取散热降温措施。

0.3.4 磁路

由铁磁材料构成的磁通路径,是机电能量转换装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今所有实际

的电动机、发电机、移相机和变压器等,都是由一个或多个这样的磁通路径构成的。沿着激

励源伸展开的磁通路径叫磁路。磁路设计的目的是,在一有限的空间内,以最少的励磁磁动

势,达到建立一定磁通的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机电装置的物理功能要求磁路中有一个或

多个气隙。一个明显的特例就是变压器,其整个磁路都是由铁磁材料构成的。
当分析磁路时,通常将其分为两类问题:第一为建立一定磁通,求其所需的磁动势;第

二为已知励磁磁动势,求其建立的磁通。
若铁磁材料的B-H 曲线是线性关系,则解决这两类问题都非常简单。然而情况往往

是,除单一均匀磁路这种极少数情况外,由于磁路的非线性,第二类问题通常需用图解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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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法来求解。如果在磁路中存在多条路径,则第一类问题很可能就需要用图解法或试探

法来求解。

0.3.5 磁路分析方法

恒定磁动势作用下的交流磁路分析,与直流磁路的分析之间可进行类比。除受磁路非

线性的限制外,磁路的分析方法与电路的分析方法是类似的。
在由铁磁材料构成的磁路中,式(0-11)的积分路径与磁场方向是一致的。如若沿整个闭

合的线积分路径中的磁通Φ 为常数,那么,由B=μH 和B=Φ/A 知,式(0-11)可改写为

∮ΦdlμA =NI=F (0-13)

由式(0-11)得

Φ1∫
l1

dl
μ1A1

+…+Φn∫
ln

dl
μnAn

=NI=F (0-14)

Φ1R1+…+ΦnRn =NI=F (0-15)

R1=
l1

μ1A1
, …, Rn =

ln

μnAn
(0-16)

  R 即为人们通常说的磁阻,意为磁通在磁路中,就像电流在电路中遇到的一种阻碍。
再将这种类比延伸到电路,也就是磁动势与电压之间沿着闭合路径的所有磁动势降之和,必
须等于该磁路中的磁动势。这是与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的最直接的类比。

下面分析如图0-10(a)所示的具有分布参数的电路图,图中有一电源电压V,其驱动电

流流过3根串联金属棒。每一金属棒的电阻值可由R=ρ
l
A

计算,这便可用左边所画的集

中参数的电路图作为实际的分布参数电路图的等效电路模型。运用由式(0-14)~式(0-16)引
出的磁阻的概念,对于图0-10(b)中的磁路,也可由类似电路的方法得到其右边的集中参数

的磁路图。磁路与其类似的电路中各量的比较如表0-1所示。

图0-10 分布与集中参数路径图

(a)电路;(b)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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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1 电路与磁路的比较

物理量及其单位 基 本 定 律

电 路 磁 路 定 律 电 路 磁 路

电动势E/V
电流I/A
电阻R/Ω
电导G/S
电导率σ/(S/m)

电流密度J/(A/m2)

(J=I
A)

磁动势F/A
磁通Φ/Wb
磁阻Rm/H-1

磁导Λ/H
磁导率μ/(H/m)
磁通密度B/T

(B=Φ
A)

欧姆定律

基尔霍夫第一定律

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I=
U
R

(R=1G=ρl
A)

∑i=0

∑u =∑e

Φ =
F
Rm

(Rm =
1
Λ =

l
μA)

∑Φ =0

∑Hl=∑Ni

  由于已确立了电路与磁路之间的类比关系,因此磁路的分析便简单得多了。只是在铁

磁材料中,磁导率μ 是磁通密度B(即磁场强度 H)的函数,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如电路分析

中的问题,即怎样确定电阻值究竟是不是电流的函数。

0.3.6 气隙边缘效应

如图0-11(a)所示,当磁通在两个铁磁磁路表面之间的气隙穿过时,磁场面将会向边缘

扩展。这时气隙中的导磁面,将比两边面积相等的铁磁材料的导磁面更大。当气隙的长度

大于0.5mm时,由于磁通穿过气隙时其可用有效面积大大增加,使得在进行气隙磁场密度

计算时,若用气隙两边的铁磁材料的面积进行计算,便会产生很大误差。除非铁磁材料处于

饱和区,否则气隙磁动势降总是占总磁动势的绝大部分。因此,气隙磁动势的计算误差便接

近整个磁路磁动势的计算误差。

图0-11 气隙边缘效应

(a)气隙两边铁磁磁路面积相同;(b)气隙两边铁磁磁路面积相差悬殊

通常气隙两边多为图0-11(a)所示的气隙两边铁磁磁路面积相等的情况。如将沿着气

隙磁场的边缘所生成的边缘路径看成在4个角上带有1/4球面的半圆柱形的路径,则气隙

的磁导为

pg=μ0
wd
δ +0.52(w+d)+0.308δ

é

ë
êê

ù

û
úú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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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如图0-11(b)所示的气隙两边铁磁磁路面积相差悬殊的情况,其合乎情理的气隙磁

导计算公式为

pg=μ0
wd
δ +1.04(w+d)+0.616δ

é

ë
êê

ù

û
úú (0-18)

0.3.7 漏磁通

经由并非人为理想设计路径的磁通,称为漏磁通。图0-12给出了非理想设计路径中的

气隙漏磁通Фσ 的示意图。在任何实际的磁路中,一些漏磁通经由不同材料的磁路路径。
一般说来,当磁路饱和时漏磁通便会增加。

0.3.8 串联磁路

漏磁通忽略不计,仅有单一路径的磁路称为串联磁路。很明显,其类似于单回路电路。
图0-10(b)和图0-12中分别示出了没有漏磁通通过和有漏磁通通过的串联磁路的实物图和

类似的电路图。

图0-12 串联磁路(C字形)
(a)实物图;(b)原理图

0.3.9 并联磁路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磁路路径,且忽略漏磁通的磁路,称为并联磁路。除某些可看成线

性磁路的情况外,无论是分析第一类还是第二类磁路问题,都至少有一部分需要用到图解法

或插值法。求解并联磁路时,不管磁通路径多么复杂,都可以使用这样一种磁路的分析方

法,该磁路的主要路径环绕着两个高磁阻的区域或窗口。图0-13所示的基本几何形状的图

形称为双磁路。尽管为了能够降低尺寸维度进行简化分析,图0-13中的磁路采用水平中心

线为其对称轴,但人们选择时也可有例外。此外,通常选择矩形磁路以简化磁路长度和横截

面的计算。以上介绍的磁路分析方法,对于几何形状更为复杂的电机磁路的分析也同样

适用。

0.3.10 永磁材料

永磁材料是一种典型的合金材料,经对其外施一 H 磁场后,仍然有一部分剩余磁通密

度Br残留。为使磁通密度能降至零,必须施加一个与原磁场方向相反的 H 磁场。这个外

加磁场的大小须达到矫顽力 Hc。
静态磁滞回线是永磁电机材料的关键特性。磁滞回线是当铁磁材料受到周期变化的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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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3 并联磁路(双窗口)
(a)实物图;(b)原理图

场作用时,由材料的B-H 值的轨迹所包围的一个非零的环形区域。材料的运行点按逆时

针方向绕着该环运动。一般来说,磁滞环的区域越大,其永磁性能就越好。图0-14示出了

三种截然不同的磁滞回线。
第一种磁滞回线[图0-14(a)]是低碳钢的,这种钢主要是用于制作电机和变压器的铁

芯材料的电工钢片。即使磁化的饱和程度很高,以至于材料中的所有磁畴方向都不一致,当
移去外部磁场后,剩磁仍然很小,通常Br<0.5T。比剩磁Br 更有意义的是矫顽力的典型

值,为 Hc<50A/m。只要稍加一点反向磁场,便可使磁通密度等于零。

图0-14 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

(a)低碳钢的永磁性能;(b)不可复原的永磁性能;(c)可复原的永磁性能

第二种磁滞回线[图0-14(b)]是不可复原(容易去磁)的永磁材料的,如铝镍钴(一种

铝、镍与钴的合金)。这种材料以较高的Br(>1T)和不很大的 Hc(<100kA/m)著称。由

于成本相对较低,许多永磁装置都用这类磁性材料来制作。
第三种磁滞回线[图0-14(c)]是陶瓷(钡或锶的铁氧体)或稀土(钕铁硼或钐钴合金)这类

弹性永磁材料的特性曲线。陶瓷的成本极低,其特性为Br<0.4T,Hc<300kA/m。稀土的成

本较高,但性能很好,其特性为Br>1T,Hc>600kA/m。从性能来看,稀土绝对是一种好

材料。
此外,还要说明铁磁材料的两个特性。其一是居里温度,在这个温度下,铁磁材料中的

磁力能方向各不相同,因而变成非磁性的。对于所有实用的电磁装置来说,其居里温度都远

远高于实际的运行温度。其二是磁致伸缩,其为铁磁材料在外部磁场方向上的一种塑性变

形,其每米尺寸的变化是微米级。虽然磁致伸缩会对性能产生一些小的影响,但主要是人听

觉范围内的励磁振动,这便给电磁装置带来两倍电源频率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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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电机制造材料

电机的技术经济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制造材料有关。性能优越的材料能提高电机的

性能,还可节省尺寸。正确地选择导电材料、磁性材料和绝缘材料等,在设计和制造电机时

极为重要。同时,在选择材料时,必须保证电机的各部分都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使其即使在

按技术条件所允许的不正常运行状态下,也能承受较大的电磁力而不致损坏。
根据电机所用材料的功能,可将其分为导电、导磁、绝缘、机械支撑四种材料。

0.4.1 导电材料

铜是最常用的导电材料,电机中的绕组一般都用铜线绕成。电力工业上用的标准铜,在
温度为20℃时的电阻率为17.24×10-9Ω·m,即长度为1m、截面积为1mm2 的铜线,其电

阻为17.24×10-3Ω,密度为8.9g/cm3,含铜量99.9%以上。电机绕组用的导体是硬拉后再

经过退火处理的。换向片的铜片则是硬拉或轧制的。
铝的电阻率为28.2×10-9Ω·m,相对密度为2.7g/cm3。作为导电金属,铝的重要性

仅次于铜。铝线在输电线路上应用也很广,但和铜线电机相比,铝线电机的体积较大,在电

机中尚不能普遍使用。而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绕组则常用铝浇铸而成。
黄铜、青铜和钢都可作为集电环的材料。
碳也是应用于电机的一种导电材料。电刷可用碳-石墨、石墨或电化石墨制成。为了降

低电刷与金属导体之间的接触电阻,某些牌号的电刷还要镀上一层厚度约为0.05mm的

铜。碳刷的接触电阻并不是常数,它随着电流密度的增大而减小。每对电刷的接触电压降

随着电刷的牌号不同略有不同。

0.4.2 导磁材料

前已述及钢铁是良好的导磁材料。铸铁因导磁性能较差,应用较少,仅用于截面积较

大、形状较复杂的结构部件。各种成分的铸钢的导磁性能较好,应用也较广。特性较好的铸

钢为合金钢,如镍钢、镍铬钢,但价格较高。整块的钢材,仅能用以传导不随时间变化的

磁通。
如磁通是交变的,为了减少铁芯中的涡流损耗,导磁材料应当用薄钢片,称为电工钢片。

根据轧制工艺不同,电工钢片分为热轧钢片和冷轧钢片。电工钢片的成分中含有少量的硅,
因而其电阻较大,同时又有良好的磁性能。因此,电工钢片又称为硅钢片。随着牌号的不

同,各种电工钢片的含硅量也不相同,最低的为0.8%,最高的可达4.8%。含硅量越高则电

阻越大,但导磁性能越差。在近代的电机制造工业中,变压器和电机的铁芯越来越多地应用

冷轧硅钢片,它具有较小的比损耗,且有较高的磁导率。此外,与无取向电工钢片相比,有取

向电工钢片可工作在更高磁通密度下。
电工钢片的标准厚度为0.35、0.5、1mm等。变压器用较薄的钢片,旋转电机用较厚的

钢片。高频电机需用更薄的钢片,其厚度可为0.2、0.15、0.1mm。钢片与钢片之间常涂有一

层很薄的绝缘漆。一叠钢片中铁的净长和包含有片间绝缘的叠片毛长之比称为叠片因数。
对于表面涂有绝缘漆、厚度为0.5mm的硅钢片来说,叠片因数的数值为0.9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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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 绝缘材料

导体与导体间、导体与机壳或铁芯间都须用绝缘材料隔开。绝缘材料的种类很多,可分

为天然的和人工的、有机的和无机的,有时也用不同绝缘材料的组合。绝缘材料的寿命和它

的工作温度有很大关系,运行温度过高,绝缘材料会加速老化,会丧失机械强度和绝缘性能。
在电机材料中绝缘材料的耐热程度较低,为了保证电机在足够长的合理的年限内可靠运行,
对绝缘材料都规定了极限允许温度。国家标准根据绝缘材料的耐热能力将其分为七个标准

等级,见表0-2。表中绝缘级别的符号及其极限允许温度是由国际电工技术协会规定的。

表0-2 绝缘材料的等级

绝缘级别 Y A E B F H C

极限允许温度/℃ 90 105 120 130 155 180 >180

  Y级绝缘材料为未用油或油漆处理过的纤维材料及其制品,如棉纱、棉布、天然丝、纸及

其他类似的材料。

A级绝缘材料为经油或树脂处理过的棉纱、棉布、天然丝、纸及其他类似的有机物质。
整个绕组可先用油或树脂浸透,再在电烘箱中烘干,此种工艺称为浸渍。纤维间所含的气泡

或潮气经过烘干后逸出,油和树脂即行填充原来的空隙。因为油类物质的介质常数较大,所
以A级绝缘能力较Y级绝缘能力强。普通漆包线的漆膜也属于A级绝缘。在早期的中小

型电机中,A级绝缘应用最多。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绝缘材料工业的发展,中小型电

机多采用E级绝缘。当今,已普遍采用B级及以上绝缘等级。

E级绝缘材料包括由各种有机合成树脂制成的绝缘膜,如酚醛树脂、环氧树脂、聚酯薄

膜等。

B级绝缘材料包括无机物质(如云母、石棉、玻璃丝)、有机黏合物,或者A级绝缘材料

为衬底的云母纸、石棉板、玻璃漆布等,B级绝缘材料多用于大中型电机中。

F级绝缘材料是用耐热有机漆(如聚酯漆)黏合的无机物质,如云母、石棉、玻璃丝等。

H级绝缘材料包括耐热硅有机树脂、硅有机漆,以及用它们作为黏合物的无机绝缘材

料,如硅有机云母带等。H级绝缘材料由于价格昂贵,所以仅用于对尺寸和重量限制特别

严格的电机。

C级绝缘材料包括各种无机物质,如云母、陶瓷、玻璃、石英等,其不使用任何有机黏合

物。这类绝缘物质的耐热能力极高。它们的物理性质使其不适用于电机的绕组绝缘。C级

绝缘材料在输电线上应用很多。在电机工业中利用陶瓷做成变压器的绝缘套管,用于高压

的引出端。
变压器油为特种矿物油,在变压器中它同时起绝缘和散热两种作用。

0.4.4 机械支撑材料

电机上有些结构部件专门用于机械支撑,例如机座、端盖、轴与轴承、螺杆、木块间隔等。
在漏磁场附近,机械支撑最好应用非磁性物质。例如置于槽口的槽楔,中小型电机用木材或

竹片,大型电机用磷青铜等材料。定子绕组端部的箍环应当用黄铜或非磁性铜制成。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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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的绑线采用非磁性钢丝。钢中如含有25%镍或12%锰,即可完全使其丧失磁性。

制造电机所用的材料种类极多,以上所述仅是大概的情况。

小  结

电机是依靠电磁感应作用实现机电能量转换、不同形式电能之间的变换,或者信号的传

递和转换的电气设备。
电机的运行遵从基本电路和磁路定律,特别是电磁感应定律、电磁力定律和全电流定

律,而左手和右手定则是判断电机中电磁量的基本判别准则。
铁磁材料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B-H 曲线特性,这给电机的研究带来分析上的困难。同

时必须注意,这种材料具有的磁滞现象和涡流现象会造成使用时的种种问题。将磁路与电

路进行类比分析,可加强对磁路的理解,也可用来指导对磁路的分析过程。
在制造中还要根据用户要求,采用不同的导电、导磁、绝缘、支撑等材料才能制造出一台

性能优越、运行可靠的电机产品。

习  题

0-1 如果磁通密度B 的方向与导体中心线成30°夹角,重新求解例0-1中的问题。

0-2 设图0-2中的导体直径为D,求描述导体内磁场强度H 场的表达式。

0-3 假设图0-5中磁通密度B 为均匀场,但其大小随时间变化,其表达式为B(t)=B1+
B2sinωt,求其感应的电动势e。

0-4 令w=d=50mm,δ=2mm,求:如图0-11所示的两个气隙结构装置中的气隙磁导

率相差的百分数。

0-5 电机的磁路常采用什么材料制成? 这些材料有哪些主要特性?

0-6 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它们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0-7 试叙述全电流定律、电磁感应定律和电磁力定律的物理意义以及它们在电机中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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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变压器概览

1.1 变压器的用途

电力变压器是一种静止的电器,它由绕在同一个铁芯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组成,
绕组之间通过交变的磁通相互联系。它的功能是将一种电压等级的交流电能转变为同频率

的另一种电压等级的交流电能。
为了将发电厂发出的电能经济地传输、合理地分配和安全地使用,就要用到电力变压

器。图1-1所示为简单的输配电系统图。发电机发出的电压不可能太高,一般只有10.5~
20kV,要想将发出的大功率电能直接送到很远的用电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
低电压大电流输电在输电线路上会产生很大的损耗和电压降。为此,需要用升压变压器将

发电机端电压变为较高的输电电压。当输电的功率一定时,电压升高,电流就减小,输送过

程产生的损耗将降低,能比较经济地将电能送出去。一般来说,输电距离越远,输送的功率

越大,要求的输电电压也越高。例如,输电距离为200~400km,输送容量为200~300GW
的输电线,输电电压一般需要220kV,输电距离在1000km 以上,则要求有更高的输电

电压。

图1-1 简单的输配电系统图

当电能送到用电区后,还要用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为配电电压,然后再送到备用电分

区,最后再经配电变压器将电压降到用户所需要的电压等级,供用户使用。大型动力设备采

用的电压为6kV或10kV,小型动力设备和照明用电则为380/220V,因此就要用到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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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配电变压器。有时,为了将两个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力系统联系起来,还常常用到三绕组

变压器(如图1-1中的联络变压器)。此外,还有各种专门用途的变压器,如整流变压器、电
炉变压器等。由此可见,变压器的用途十分广泛,其品种、规格也很多。通常,变压器的安装

容量约为发电机安装容量的6~8倍。所以,电力变压器对电能的经济传输、灵活分配和安

全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1.2 变压器的分类与基本结构

1.2.1 变压器的分类

  变压器有多种分类方法。
按用途分类,有电力变压器、特种变压器和互感器;
按绕组数目分,有双绕组变压器、三绕组变压器和自耦变压器;
按相数分,有单相变压器和三相变压器;
按铁芯结构分,有芯式变压器和壳式变压器;
按绝缘和冷却介质分,有油浸式变压器和干式变压器。
电力变压器是电力系统中输配电的主要设备,容量从几十千伏安到几十万千伏安,电压

等级从几百伏到500kV以上。电力系统中用得最多的是高、低压两套绕组的双绕组变压

器,其次是具有高、中、低压三套绕组的三绕组变压器和高、低压绕组共用一个绕组的自耦变

压器。

1.2.2 电力变压器的基本结构

电力变压器主要由铁芯、带有绝缘的绕组、油箱、变压器油和绝缘套管组成,下面主要介

绍铁芯、绕组和油箱。

1.铁芯

变压器的铁芯构成变压器的磁路部分。为了减小涡流损耗,变压器的铁芯用双面涂绝

缘漆的电工钢片叠成,钢片的厚度为0.35mm。变压器的铁芯平面如图1-2所示。铁芯结

图1-2 变压器的铁芯平面

(a)单相变压器;(b)三相变压器

构可分为两部分,C为套线圈的部分,称为铁芯柱;Y
为用以闭合磁路部分,称为铁轭。单相变压器有两个

铁芯柱,三相变压器有三个铁芯柱。
变压器的铁芯结构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为

如图1-3(a)所示的芯式结构。这种铁芯结构的特点

是铁轭靠着绕组的顶面和底面,不包围绕组的侧面。
它的结构及工艺简单,因此国产电力变压器均采用芯

式结构。第二种为如图1-3(b)所示的壳式结构。这

种结构的铁芯不仅包围绕组的顶面和底面,而且还包围绕组的侧面。它机械强度高,制造复

杂,耗材多,仅在一些特种变压器中采用。
组成铁芯的钢片应先裁成所需的形状和尺寸,称为冲片,然后按交错方式进行装配。

图1-4(a)所示为单相变压器的铁芯,每层由四片冲片组合而成。图1-4(b)所示为三相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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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变压器的结构形式

(a)芯式结构;(b)壳式结构

器的铁芯,每层由六片冲片组合而成,每两层的冲片组合采用了不同的排列方式,使各层磁

路的接缝处互相错开,这种装配方式称为交叠装配。交叠装配可避免涡流在钢片与钢片之

间流通,且因各层冲片交错相嵌,所以在将铁芯压紧时可用较少的紧固件而使结构简单。为

提高磁导率和减少铁芯损耗,电力变压器一般采用冷轧硅钢片;为减少接缝间隙和励磁电

流,有时还采用由冷轧硅钢片卷成的卷片式铁芯。

2.绕组

绕组构成变压器的电路部分,一般用绝缘铜线或铝线绕制而成。在变压器中接到高压

电网的绕组为高压绕组,接到低压电网的为低压绕组。变压器绕组的基本形式有同心式和

交叠式两种,芯式变压器常用同心式绕组,壳式变压器常用交叠式绕组。如图1-5(a)所示,
高压绕组和低压绕组均做成圆筒形,然后同心地套在铁芯柱上。交叠式绕组又称为饼式绕

组,如图1-5(b)所示,高压绕组和低压绕组各分为若干个线饼,沿着铁芯柱的高度交错地排

列着。为了排列对称起见,也为了使高压绕组离铁轭远一些以便于绝缘,高压绕组分为两个

线饼,低压绕组分为一个线饼和两个“半线饼”。靠近上下铁轭处的线饼为低压“半线饼”,其
匝数为位于中间的低压线饼匝数的一半。

图1-4 变压器铁芯交叠装配

(a)单相变压器;(b)三相变压器

 

图1-5 变压器绕组

(a)同心式圆筒形绕组;(b)交叠式绕组

1-高压绕组;2-低压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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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油箱

图1-6所示为管形散热器油箱及其附件图。

图1-6 管形散热器油箱及其附件

1—温度计;2—吸湿器;3—储油柜;4—油位表;5—安全气道;6—气体继电器;7—高压套管;

8—低压套管;9—分接开关;10—油箱;11—铁芯;12—绕组;13—放油阀

电力变压器的油箱一般都做成椭圆形。这是因为它的机械强度较高,且所需油量较少。
为了防止潮气侵入,希望油箱内部与外界空气隔离。因为油受热后,它会膨胀,便将油箱中

的空气排出油箱;当油冷却收缩时,便又从箱外吸进含有潮气的空气。为了减少油与空气的

接触面积,以降低油的氧化速度和减少侵入变压器油的水分,在油箱上安装一储油器(亦称

油枕)。储油器为一圆筒形容器,横装在油箱盖上,用管道与变压器的油箱接通,使油面的升

降限制在储油器中。储油器油面上部的空气通过一通气管道与外部自由流通。在通气管道

中存放有氯化钙等干燥剂,空气中的水分大部分被干燥剂吸收。在储油器的外侧,还安装有

油位表以观察储油器中油面的高低。

4.变压器油

除了极少数例外,装配好的电力变压器的铁芯和绕组都需浸在变压器油中。变压器油

为矿物油,它的作用是双重的:①由于变压器油有较大的介质常数,可增强绝缘性能;②铁

芯和绕组由于损耗而放出热量,通过油在受热后的对流作用将热量传送到铁箱表面,再由铁

箱表面散逸到四周。
在储油器与油箱的油路通道间常装有气体继电器。当变压器内部发生故障产生气体或

油箱漏油使油面下降时,气体继电器可发出报警信号或自动切断变压器电源。
随着变压器容量的增大,对散热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油箱形式也要与之相适应。容量

很小的变压器可用平顶油箱,容量较大时需增大散热面积而采用管形油箱,容量很大时用散

热器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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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绝缘套管

绝缘套管由中心导电铜杆与瓷套等组成。导电管穿过变压器油箱,在油箱内部的一端

与绕组的端点连接,在外面的一端与外线路连接。如图1-6中的7、8。

1.3 变压器的额定值与标幺值

1.3.1 变压器的额定值

  变压器的主要额定值如下。
(1)额定容量SN:变压器在额定条件下使用时输出视在功率的保证值,单位为V·A或

kV·A。对于三相变压器而言是指三相的总容量。
(2)额定电压UN:变压器在空载时额定分接头上的电压保证值,单位为V或kV。额

定电压分为一次侧额定电压U1N和二次侧额定电压U2N。对于三相变压器而言,如不作特

别说明,铭牌上所标注的额定电压是指线电压。
(3)额定电流IN:额定容量除以各绕组的额定电压得到的线电流值,单位为A或kA。
对于单相变压器:
一次侧额定电流

I1N=
SN

U1N
(1-1)

  二次侧额定电流

I2N=
SN

U2N
(1-2)

  对于三相变压器而言,如不作特殊说明,铭牌上所标注的额定电流是指线电流。
一次侧额定线电流

I1N=
SN

3U1N

(1-3)

  二次侧额定线电流

I2N=
SN

3U2N

(1-4)

  (4)额定频率fN:我国的标准工业频率为50Hz,故电力变压器的额定频率是50Hz。
此外,在变压器的铭牌上还标注有相数、接线图、额定运行效率、阻抗压降和温升。对于

特大型变压器还标注有变压器的总质量、铁芯和绕组的质量以及储油量,供安装和检修时

参考。

1.3.2 标幺值

相对值运用的方便之处为人尽知,百分数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一种相对值。但是由于其

后总跟随着一个百分号“%”,在大量运算中着实不便。
标幺值与百分数一样,也是一种相对值(因而它便有了相对值的一切优点),只是它不像

百分数那样以“一百”作为基数,而是以“一”作为基数(“一”是人们以往认为的自然数中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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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念作“yao”,写成汉字就是“幺”),因此,标幺值就是将实际值标在基数“一”上的一种相

对值。
在电机学理论中,通常都是以额定值作为标幺值的基数,某物理量的标幺值,用该物理

量符号的右上角加一“*”号表示。
在电机学中,标幺值除了具有相对值的其他一切优点外,还具有以下优点:
(1)不论电机容量大小,若用标幺值表示其参数及性能数据,其值一般均处于一个很狭

窄的范围之内,便于进行正确判断。
(2)当采用标幺值后,原副边的各参数和物理量的标幺值都是一样的,没有原副边的

差别。

小  结

变压器是将一个数值的交流电压变换为另一个数值的交流电压的交流电能变换装置。
变压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电磁感应定律,一、二次绕组间的能量传递以磁场作为媒介。因

此,变压器的关键部件是具有高导磁性能的铁芯和套在铁芯柱上的一次和二次绕组,电力变

压器的其他主要部分还有油箱、变压器油和绝缘套管等。
变压器的额定值说明了变压器运行的规定条件及指定条件下各物理量之间的关系。标

幺值不仅可简化计算,还使得各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

习  题

1-1 为什么在电力系统中广泛应用变压器? 试举几个在工业企业及其他行业中运用变压

器的例子。

1-2 变压器有哪些主要部件? 各部件起什么作用?

1-3 简述变压器铁芯结构和绕组结构的形式。

1-4 铁芯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要用厚0.35mm、双面涂漆的硅钢片制造而成?

1-5 有一台单相变压器,额定容量SN=50kV·A,额定电压U1N/U2N=220/36V,求一、二
次侧的额定电流。

1-6 有一台三相电力变压器,容量为SN=5000kV·A,一、二次绕组分别采用星形和三角

形接法,U1N/U2N=10/6.3kV。求:(1)变压器一、二次侧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
(2)变压器一、二次绕组的额定相电压和额定相电流。



   

第 2章
变压器的运行分析

本章首先从变压器空载运行和负载运行的基本电磁关系出发,分析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得到变压器的电压基本方程式。通过折算,得出变压器的等效电路、相量图和运行性能。最

后分析电力系统中特种变压器的工作原理。虽然本章的分析以单相变压器为例,但所得出

的结论完全符合三相变压器对称运行时每一相的情况。

2.1 变压器的空载运行

为叙述方便起见,通常称连接电源的绕组为一次绕组,连接负载的绕组为二次绕组,相
应符号分别用下标“1”和“2”标注,以示区别。

空载是指变压器的一次绕组接到电源,而二次绕组开路(负载电流为零)的运行工况。

2.1.1 空载运行时的物理情况

图2-1所示为一台单相变压器示意图。一、二次绕组的匝数分别为 N1 和 N2。u1 为

外施于一次绕组上的交流电压,在二次绕组开路和外施电压作用下,一次绕组流过交流

电流i0,该电流称为空载电流。空载电流全部用以励磁,故空载电流即励磁电流,用im 表

示,即i0=im。空载电流产生的交变磁动势F
·
0=I

·
0N1,用以建立空载交变磁场。这个磁场分

布情况很复杂,通常将它分为主磁通和漏磁通两部分。主磁通Φ 同时交链一、二次绕组,因而

又称为互磁通,它沿着铁芯而闭合,主磁通通过互感作用传递功率;漏磁通Φ1σ只交链一次绕

组,称一次漏磁通,它沿着变压器油或空气等非铁磁材料闭合,漏磁通不传递功率。

图2-1 变压器空载运行示意图

由于铁磁材料的磁导率远比非铁磁材料大,故在空载运行时,主磁通要远大于漏磁通,
为它的500~1000倍。此外,铁芯材料存在饱和现象,主磁通与励磁电流呈非线性关系;而
漏磁通的磁路大部分是非铁磁材料组成的,漏磁通与励磁电流呈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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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 与Φ1σ都是交变磁通。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可知,主磁通将在一、二次绕组内产生感应

电动势,而漏磁通仅在一次绕组内产生感应电动势。此外,空载电流还在一次绕组中产生电

阻压降。综上所述,可将空载运行所发生的电磁现象汇总,如图2-2所示为变压器空载运行

电磁关系。下面详细分析电磁量大小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图2-2 变压器空载运行时的电磁关系

2.1.2 感应电动势

因为变压器中的电磁量都是时间的函数,其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以电源频率交替变化,
因此在列写电路方程时,需选定参考正方向。正方向可任意选择,但在电机理论中,通常按

习惯方式选择:电流的正方向与该电流所产生的磁通正方向、磁通的正方向与其感应电动

势的正方向均符合右手螺旋定则。各物理量的正方向的规定如图2-1所示。
主磁通Φ 和漏磁通Φ1σ都按正弦规律变化,假设初相角为零,其瞬时值表达式可分别

写为

Φ=Φmsinωt, Φ1σ=Φ1σmsinωt (2-1)
式中,Φm 和Φ1σm分别为主磁通和漏磁通的最大值;ω=2πf,为磁通变化的角频率。

根据电磁感应定律,主磁通Φ 在一、二次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动势表达式分别为

e1=-N1
dΦ
dt=-ωN1Φmcosωt=E1msin(ωt-90°) (2-2)

e2=-N2
dΦ
dt=-ωN2Φmcosωt=E2msin(ωt-90°) (2-3)

式中,E1m=ωN1Φm,为一次绕组感应电动势最大值;E2m=ωN2Φm,为二次绕组感应电动

势最大值。

e1、e2 写成时间相量的形式分别为

E
·
1=-j

1
2
ωN1Φ

·
m=-j4.44fN1Φ

·
m

E
·
2=-j

1
2
ωN2Φ

·
m=-j4.44fN2Φ

·
m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2-4)

式中,E
·
1、E

·
2 分别为感应电动势e1 和e2 的有效值相量;Φ

·
m 为主磁通Φ 的最大值相量。

E
·
1、E
·
2 在时间相位上滞后于磁通Φ

·
m90°,大小与频率f、绕组匝数N1 及N2 和主磁通最大

值Φm 成正比。
若取有效值,可得一、二次绕组感应电动势E1 和E2 的大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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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44fN1Φm, E2=4.44fN2Φm (2-5)

  一、二次绕组感应电动势的波形图和相量图如图2-3所示。

图2-3 主磁通及一、二次绕组感应电动势的波形图和相量图

(a)波形图;(b)相量图

同理,可得出漏磁通Φ1σ在一次绕组产生的漏磁感应电动势的瞬时表达式、相量形式和

有效值分别为

e1σ=-N1
dΦ1σ

dt =-ωN1Φ1σcosωt=E1σmsin(ωt-90°) (2-6)

E
·
1σ=-j

1
2
ωN1Φ

·
1σm=-j4.44fN1Φ

·
1σm (2-7)

E1σ=4.44fN1Φ1σm (2-8)

  由于漏磁通所经过路径主要为非磁性物质,磁阻为常数,漏电感亦为常数,则漏磁通与

产生该漏磁通的电流成正比且同相位。漏磁链ψ1σ等于漏电感与空载电流的乘积,即ψ1σ=

L1σi0,其中L1σ为一次绕组漏电感。设i0= 2I0sinωt,则漏磁电动势

E
·
1σ=-j

1
2
ωN1Φ

·
1σm=-j

1
2
ωψ
·
1σ=-jωL1σI

·
0=-jI

·
0X1σ (2-9)

式中,X1σ=ωL1σ,为一次绕组的漏电抗。

2.1.3 电压平衡方程式和变比

前面已分析了一、二次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动势e1、e2 和漏磁电动势e1σ。考虑到一次绕

组有电阻R1,i0 流过R1 产生的电阻压降为i0R1。按照图2-1规定的正方向,根据基尔霍

夫电压定律,可写出一、二次绕组的电压平衡方程式为

U
·
1=-E

·
1-E

·
1σ+I

·
0R1=-E

·
1+I

·
0(R1+jX1σ)=-E

·
1+I

·
0Z1

U
·
20=E

·
2

{ (2-10)

式中,Z1=R1+jX1σ,为一次绕组漏阻抗;U20为二次绕组开路电压。
由式(2-5)可得

E1

E2
=
4.44fN1Φm

4.44fN2Φm
=

N1

N2
=k (2-11)

式中,k为电压变比,它取决于一、二次绕组匝数之比。换言之,只要 N1≠N2,则E1≠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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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以实现改变电压之目的。

变压器空载运行时,空载电流很小,一般为额定电流的5%左右,由此引起的漏阻抗压

降很小。若略去电阻压降和漏磁电动势,则有U
·
1≈-E

·
1,因而变比又可写成

k=
U1

U20
(2-12)

即变压器的变比可理解为变压器一次侧电压与二次侧空载时端点电压之比。

2.1.4 励磁电流

主磁通是励磁电流产生的,但是主磁通的量值大小受到外施电压及电路参数的制

约,如不考虑电阻压降和漏磁电动势,则U1≈E1=4.44fN1Φm。对已制成的变压器,N1

是常数,通常电源频率亦为常数,故Φm 与U1 成正比。换言之,当外施电压U1 为定值时,
主磁通Φm 也为一定值常数,励磁电流的大小和波形取决于变压器的铁芯材料及铁芯几

何尺寸。因为铁芯材料是磁性物质,励磁电流的大小和波形将受磁路饱和、磁滞及涡流

的影响。

1.磁路饱和影响

磁性材料具有磁路饱和现象,其饱和程度取决于铁芯磁通密度Bm。
(1)如Bm<0.8T,通常其磁路处于未饱和状态,磁化曲线Φ=f(i0)呈线性关系,磁导

率是常数。当Φ 按正弦变化时,i0亦按正弦变化,相应波形如图2-4所示。因为未考虑铁

耗电流,所以励磁电流仅含磁化电流分量。

图2-4 作图法求励磁电流(磁路不饱和,未考虑磁滞损耗)
(a)磁化曲线;(b)磁通波和励磁电流波

(2)如Bm>0.8T,磁路开始饱和,Φ=f(i0)呈非线性,随i0增大磁导率逐渐变小。当

磁通Φ 为正弦波时,i0为尖顶波,如图2-5所示。尖顶的大小取决于饱和程度。磁路越饱

和,尖顶的幅度越大。设计时常取Bm=1.4~1.7T,以免磁化电流幅值过大。同样,因为未

考虑铁芯损耗,励磁电流仅含磁化电流分量。
对尖顶波进行波形分析,可见除基波分量外,它还包含各奇次谐波,其中以3次谐波幅

值最大。根据电路原理,尖顶波不能用相量表示,为便于计算和相量分析,可用一个等效正

弦波来代替实际的尖顶波。由此可得出,磁化电流I
·
0r与Φ

·
m 同相位。因为E

·
1 滞后于

Φ
·
m90°,故I

·
0r滞后于-E

·
190°,I

·
0r具有无功电流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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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作图法求励磁电流(磁路饱和,未考虑磁滞损耗)
(a)磁化曲线、磁通波和励磁电流波;(b)励磁电流波形分析图

2.磁滞现象对励磁电流的影响

以上分析未考虑磁滞现象。实际上,在交变磁场作用下,磁化曲线呈磁滞现象,如
图2-6(a)所示。其励磁电流是不对称尖顶波,如图2-6(b)所示。

图2-6 有磁滞作用时的励磁电流

(a)磁滞回线;(b)磁通波和励磁电流波

可将励磁电流分解成两个分量。其一为对称的尖顶波,它是前已叙述的磁化电流分量

I
·
0r。另一电流分量ih,其波形近似正弦波,频率为基波频率,由于量值较小,若认为它是正

弦波不致引起多大误差,因此,可用相量I
·
h 表示。I

·
h 称为磁滞电流分量,I

·
h 与-E

·
1 同相

位,是有功分量电流。

3.涡流对励磁电流的影响

交变磁通不仅在绕组中感应电动势,也在铁芯中感应电动势,从而在铁芯中产生涡流及

涡流损耗。与涡流损耗对应的电流分量也是一有功分量,用I
·
e 表示,它是由涡流引起的,称

为涡流电流分量。I
·
e 与-E

·
1 同相位。

由于I
·
h 和I

·
e同相位,且都为有功电流分量,因此常将其合并而统称为铁耗电流分量,用I

·
0a

表示:

I
·
0a=I

·
h+I

·
e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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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变压器电路分析中,励磁电流可表示为铁耗电流和磁化电流两个分量,即

I
·
0=I

·
0r+I

·
0a (2-14)

  空载电流I
·
0 的相位领先磁通Φ

·
m 一个铁耗角,用αFe表示,使得I

·
0a与E

·
1 相作用时吸收

的有功功率等于变压器空载时的铁耗;吸收的无功功率则用于建立空载磁场。

2.1.5 电路方程、等效电路和相量图

从式(2-10)表示的电压平衡方程来看,这还是一个电路和磁路的组合形态,如果感应电

动势E1 能采用式(2-9)的形式,表示成电抗引起的电压降,就可用一个纯电路的方式来等效

地表示,该电路即为变压器的等效电路。

对感应电动势E
·
1 的处理,可用类似于处理E

·
1σ的方法,但要考虑到主磁通在铁芯中引

起的铁耗,就不能单纯地引入一个电抗,还应引入一个电阻,使空载电流流过它产生的损耗

等于铁耗。作了这样的处理之后,可将-E
·
1 表示成

-E
·
1=I

·
0Rm+jI

·
0Xm=I

·
0Zm (2-15)

式中,Rm 称为励磁电阻,是对应于铁损耗的等效电阻;Xm 称为励磁电抗,是反映铁芯磁路

性能的等效电抗;Zm=Rm+jXm 称为励磁阻抗。
于是空载时一次绕组的电动势平衡方程可写成

U
·
1=-E

·
1+I

·
0(R1+jX1σ)=I

·
0(Rm+jXm)+I

·
0(R1+jX1σ)

=I
·
0(Zm+Z1) (2-16)

如前所述,参数Z1=R1+jX1σ是常数,但由于磁化曲线呈非线性,参数Rm 和Xm 都随主磁

通变化而变化,Zm 不是常数。变压器正常运行时,外施电压等于或近似等于额定电压,主
磁通变化范围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也可将Zm 看成常数。

根据式(2-14)可画出变压器空载时的相量图和等效电路,如图2-7所示。因为实际值

|Zm|≫|Z1|,为了清楚起见,在图2-7上将I0R1 和I0X1σ画得比实际大得多,通过相量图

可清楚地看出变压器在空载运行时各电磁量之间的关系。

图2-7 变压器空载时的相量图和等效电路

(a)相量图;(b)等效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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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方程、等效电路和相量图都是用来分析变压器运行性能的工具。电路方程清楚地

表达了变压器各个部分的电磁关系,等效电路则便于记忆,相量图描述了各电磁物理量间的

相位关系。

2.2 变压器的负载运行

变压器负载运行是指一个绕组接至电源,另一绕组接负载的运行方式。各物理量的正

方向均按惯例假定,单相双绕组变压器负载运行示意图如图2-8所示。

图2-8 单相双绕组变压器负载运行示意图

2.2.1 负载运行时的物理情况

接通负载后,二次绕组便流通电流,由于二次侧电流的存在,将产生二次侧磁动势,它也

作用在铁芯磁路上。因此改变了原有的磁动势平衡状态,迫使主磁通变化,导致电动势也随

之改变。电动势的改变又破坏了已建立的电压平衡,迫使一次侧电流随之改变,直到电路和

磁路又达到新的平衡为止。设在新的平衡条件下,二次侧电流为I
·
2,由二次侧电流产生的

磁动势为F
·
2=I

·
2N2;一次侧电流为I

·
1,由一次侧电流产生的磁动势为F

·
1=I

·
1N1。加负载

后作用在磁路上的总磁动势为F
·
1+F

·
2=I

·
1N1+I

·
2N2。依据全电流定律可知

I
·
1N1+I

·
2N2=I

·
mN1 (2-17)

也就是说,负载运行时作用在主磁路上的全部磁动势应等于产生主磁通所需的励磁磁动势。
上述关系式称为磁动势平衡式。由磁动势平衡式可求得一、二次侧电流间的约束关系。

将式(2-17)除以N1 并移项得

I
·
1=I

·
m-I

·
2
N2

N1
=I
·
m+I

·
1L (2-18)

式中,I
·
1L=-I

·
2
N2

N1
,为一次侧电流的负载分量。

式(2-18)表明当有负载电流时,一次侧电流I
·
1 应包含有两个分量。其中I

·
m 用以产生

主磁通Φ
·
m,其作用与空载时的I

·
0 相同,I

·
m 和I

·
0 大小基本相等。而I

·
1L所产生的负载分量

磁动势I
·
1LN1,用以抵消二次侧磁动势I

·
2N2 对主磁路的影响,即有

或
I
·
1LN1= -I

·
2
N2

N1

æ

è
ç

ö

ø
÷N1=-I

·
2N2

I
·
1LN1+I

·
2N2=0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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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当二次绕组流过电流I

·
2 时,一次绕组便自动流入负载分量电流I

·
1L,以满足

I
·
1LN1+I

·
2N2=0。故励磁电流的值仍取决于主磁通Φ

·
m,或者说取决于E

·
1。因此,仍然按

上节所述的方法,用参数Zm 将励磁电流和电动势联系起来,即-E
·
1=I

·
0Zm。

一、二次侧电流还产生漏磁通Φ
·
1σ和Φ

·
2σ,并在各自绕组感应漏磁电动势E

·
1σ和E

·
2σ。通

常将感应漏磁电动势写成漏电抗压降形式,推导方法同上节。即有

-E
·
1σ=jX1σI

·
1

-E
·
2σ=jX2σI

·
2

{ (2-20)

式中,E1σ、X1σ分别为一次绕组的感应漏磁电动势和漏电抗;E2σ、X2σ分别为二次绕组的感应

漏磁电动势和漏电抗。
一、二次侧电流还在各自绕组中产生电阻压降I1R1 及I2R2。
综上所述,将变压器负载运行时所发生的电磁现象汇总如图2-9所示。

图2-9 变压器负载运行时的电磁关系

2.2.2 基本方程式

由以上电磁物理分析可列出变压器负载运行时的一组基本方程式

一次侧电压平衡式 U
·
1=-E

·
1+I

·
1Z1

二次侧电压平衡式 U
·
2=E

·
2-I

·
2Z2

励磁支路电压降 -E
·
1=I

·
0Zm

电压变比
E1

E2
=

N1

N2
=k

电流方程式 I
·
1=I

·
0+ -I

·
2
N2

N1

æ

è
ç

ö

ø
÷

负载电压平衡式 U
·
2=I

·
2ZL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ï

(2-21)

式中,Zm=Rm+jXm,为励磁阻抗;Z1=R1+jX1σ,为一次绕组漏阻抗;Z2=R2+jX2σ,为
二次绕组漏阻抗;ZL=RL+jXL,为负载阻抗。

2.2.3 折合算法

利用上面的方程组可对变压器运行作出定量计算。但求解复数形式的联立方程组很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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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且变压器变比k较大,一、二次绕组的电量和电参数相差很大,计算误差较大,绘制相量

图时更加困难。为此,用一假想的绕组替代其中一个绕组使之成为k=1的变压器,这种方

法称为绕组折算。在原来的符号上加上一个撇号表示折算后的量,以示区别,折算后的值称

为折算值。
绕组的折算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保持一次绕组匝数 N1 不变,设想有一个匝数为

N'2的二次绕组,用它来取代原有匝数为 N2 的二次绕组,令 N'2=N1,就满足了变比

k=
N1

N'2=1
,这种方法称为二次侧折算到一次侧;另一种方法是保持二次绕组匝数N2 不变,

设想有一个匝数为N'1的一次绕组,用它来取代原有匝数为N1 的一次绕组,令N'1=N2,也就

满足了变比k=
N'1
N2
=1,这种方法称为一次侧折算到二次侧。

折算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计算方便。因此,折算不应改变实际变压器内部的电磁平衡关

系和能量关系。对绕组进行折算时,该绕组的全部物理量均应作相应折算。现以二次侧折

算到一次侧为例说明各物理量的折算关系。

1.二次侧电流的折算值

根据折算前后磁动势应保持不变的原则,二次侧电流的折算值应满足

I'2N'2=I2N2

I'2=I2
N2

N'2=I2
N2

N1
=
I2
k

ì

î

í

ïï

ïï

(2-22)

二次绕组匝数增加到一次绕组的k倍。为保持磁动势不变,二次侧电流的折算值减小到原来

的1/k。

2.二次侧电动势的折算值

根据折算前后二次侧电磁功率应维持不变的原则,二次侧电动势的折算值应满足

E'2I'2=E2I2

E'2=
I2
I'2

E2=kE2

ì

î

í

ïï

ïï

(2-23)

二次绕组匝数增加为一次绕组的k 倍。而主磁通Фm 及频率f 均保持不变,折算后的二次

侧电动势应增加到其k倍。

3.电阻的折算值

根据折算前后铜耗应保持不变的原则,二次绕组电阻的折算值应满足

I'22R'2=I22R2

R'2=
I2
I'2
æ

è
ç

ö

ø
÷

2

R2=k2R2

ì

î

í

ïï

ïï

(2-24)

由于二次绕组匝数增加到一次绕组的k 倍,其绕组长度相应也增加到其k 倍;二次侧电流

折算值减少到原来的1/k,相应折算后的二次绕组截面积应减少到原来的1/k,故二次侧电

阻应增加到原来的k2 倍。

4.漏抗的折算值

根据折算前后二次侧漏磁无功损耗应保持不变的原则,二次侧漏电抗的折算值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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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2X'2σ=I22X2σ

X'2σ=
I2
I'2
æ

è
ç

ö

ø
÷

2

X2σ=k2X2σ

ì

î

í

ïï

ïï

(2-25)

绕组的电抗和绕组的匝数平方成正比。由于折算后二次侧匝数增加到一次绕组的k 倍,故
漏电抗应增加到原来的k2 倍。

5.负载的折算值

变压器二次侧匝数进行折算后,为保持二次侧电压的平衡和负载功率不变,负载的端电

压以及负载阻抗也应进行如下折算:
U'2=kU2

Z'2=k2Z2

(2-26)

即二次侧端电压应乘以k,负载阻抗应乘以k2。

2.2.4 折算后的基本方程和等效电路

折算后,基本方程组(2-21)可写成

U
·
1=-E

·
1+I

·
1Z1

U
·
'2=E

·
'2-I

·
'2Z'2

-E
·
1=I

·
0Zm

E
·
1=E

·
'2

I
·
1=I

·
0+(-I

·
'2)

U
·
'2=I

·
'2Z'L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2-27)

  式(2-27)用纯电路的形式,表示出变压器在负载运行时一次和二次及一、二次之间电

和磁的相互关系,称之为变压器的等效电路。又因为电路参数Z1、Z'2和Zm 的连接形式如

同英文大写字母“T”,故常称它为T形等效电路,如图2-10所示。

图2-10 变压器的T形等效电路

T形等效电路虽能完整地表达变压器内部的电磁关系,但运算较烦琐。如前所述,变压

器的励磁电流与额定电流相比其值较小,因此,将励磁支路移至端点处,计算时引起的误差

并不大,这种电路称为近似等效电路,如图2-11所示。
如采用近似等效电路,可将R1、R'2合并为一个电阻Rk(Rk=R1+R'2),同理,可将X1σ、

X'2σ合并为一个电抗Xk(Xk=X1σ+X'2σ),Zk=Rk+jXk。Rk、Xk 和Zk 分别称为短路电

阻、短路电抗和短路阻抗,这些参数可通过短路实验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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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一步略去励磁电流,这时的等效电路称为简化等效电路,如图2-12所示。用简

化等效电路进行计算有较大误差,常用于定性分析。

图2-11 变压器的近似等效电路 图2-12 变压器的简化等效电路

2.2.5 相量图

变压器的电磁关系除了可用基本方程式和等效电路表示外,还可用相量图表示。相量

图并未引进任何新的概念和原理,只是将所得到的表达式用相量图表示。
需强调指出的是,相量图的做法必须与方程式的写法一致,而方程式的写法又必须与所

规定的正方向一致。

图2-13 感性负载变压器的相量图

画相量图时,认为电路参数为已知,且负载亦已给

定。具体作图步骤如下:
(1)首先选定一个参考相量(只能有一个,常选定

U
·
'2),根据给定的负载画出负载电流相量I

·
'2;

(2)根据二次侧电压平衡式U
·
'2=E

·
'2-I

·
'2Z'2可画出

相量E
·
'2,由于E

·
1=E

·
'2,因此也可以画出相量E

·
1;

(3)主磁通Φ
·
m 应超前E

·
190°,励磁电流又超前Φ

·
m

一铁耗角αFe,αFe=arctan
Rm

Xm
;

(4)由电流平衡方程I
·
1=I

·
0+(-I

·
'2)画出I

·
1;

(5)由一次侧电压平衡式U
·
1=-E

·
1+I

·
1Z1 画

出U
·
1。
图2-13是按感性负载画出的变压器相量图,从图

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各物理量的相位关系。

2.3 变压器的参数测定

2.3.1 短路实验

  短路实验可用来测定参数Rk 和Xk。如将变压器的一侧短路,则外施电压全部落在

变压器的内部阻抗上。由于Zk 很小,为了测量参数,短路实验应降低电压进行。正因为

短路实验时外施电压很低,励磁电流便可略去不计,所以电磁关系可用简化等效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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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短路实验通常在高压侧进行,实验电路接线图如图2-14所示。设所测得的数值均已化

图2-14 变压器短路实验接线图

为每相值,令Uk 表示每相电压,Ik 表示每相电流,pk 表

示每相输入功率即等于每相短路损耗,则不论是单相变

压器或三相变压器,均有相同的计算式:

|Zk|=
Uk

Ik
, Rk=

pk

I2k

Xk= |Zk|2-R2
k

ì

î

í

ï
ï

ïï

(2-28)

如需分离一、二次侧电阻和漏电抗参数,通常认为一次

侧电阻、漏电抗和二次侧电阻、漏电抗的折算值相等,即R1=R'2=Rk/2,X1σ=X'2σ=Xk/2。
电阻随温度而变化,而漏电抗与温度无关。如短路实验时的室温为θ(℃),按照电力变压

器标准规定应换算到标准温度75℃时的值,如果绕组材料为铜线,则温度θ下的短路参数

Rk(75℃)=Rk
234.5+75
234.5+θ

, Zk(75℃) = R2
k(75℃)+X2

k (2-29)

  如在短路实验时,调整外施电压使短路电流恰为额定电流,这个短路电压用UkN表示。
短路电压以额定电压百分数表示时,称为阻抗电压,用uk 表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常
标注在变压器铭牌上。其表达式为

uk=
UkN

U1Nϕ
×100%=

I1Nϕ Zk(75℃)

U1Nϕ
×100% (2-30)

阻抗电压可分为阻抗电压的有功分量uka和阻抗电压的无功分量ukr两部分,即

uka=
UkaN

U1Nϕ
×100%=

I1NϕRk(75℃)

U1Nϕ
×100%

ukr=
UkrN

U1Nϕ
×100%=

I1NϕXk

U1Nϕ
×100%

2.3.2 空载实验

采用空载实验可测定变比k、励磁电阻Rm、励磁电抗 Xm 和空载损耗p0,接线图如

图2-15 变压器空载实验接线图

图2-15所示。
空载实验通常在低压侧进行。令U0 为外施每相

电压,I0 为每相电流,U20为二次侧电压,p0 为每相输

入功率即等于每相的空载损耗。在变压器空载时,由
于漏阻抗远小于励磁阻抗,因此可得

k=
U20

U0
, |Zm|≈

U0

I0
, Rm ≈

p0

I20
,

Xm= |Zm|2-R2
m (2-31)

  需强调指出的是,励磁参数值随饱和程度而变化。由于变压器总是在额定电压或很接

近于额定电压情况下运行,空载实验时应调整外施电压,使之等于额定电压,这时所求得的

参数才真实反映了变压器运行时的磁路饱和情况。
例2-1 三相变压器额定容量为2500kV·A,额定电压为60kV/6.3kV,一、二次绕组

分别采用星形/三角形接法,在室温25℃时测得实验数据如表2-1所示。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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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实验数据

实验类型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备 注

短路 4800 20.46 26500 在高压侧测量

空载 6300 11.46 7700 在低压侧测量

  (1)高压和低压侧的额定电压和电流。
(2)等效电路参数的欧姆值和标幺值,并画出近似等效电路图。
(3)阻抗电压。

  解 (1)高压绕组采用星形接法,则额定线电压

U1N=60kV
额定相电压

U1Nϕ =
U1N

3
=34.64kV

额定相电流等于额定线电流:

I1Nϕ =I1N=
SN

3U1N

=
25000×103

3×60×103
A=24.06A

  低压绕组采用三角形接法,则相电压和线电压相等:
U2Nϕ =U2N=6.3kV

额定线电流

I2N=
SN

3U2N

=
25000×103

3×6.3×103
A=229.11A

额定相电流

I2Nϕ =
I2N
3

=
229.11
3

A=132.28A

  (2)空载实验在低压侧测量,则线电流为11.46A,三相空载损耗为7700W,p0=7700/3W。
可求得相电流

I20ϕ =
I20
3

=
11.46
3
A=6.62A

励磁电阻

Rm=
p0

I220ϕ
=
7700/3
6.622

Ω=58.57Ω

励磁阻抗

Zm=
U2Nϕ

I20ϕ
=
6.300×103

6.62 Ω=951.66Ω

励磁电抗

Xm= Z2
m-R2

m = 951.662-58.572Ω=949.86Ω
折算至高压侧的值分别为

k=
U1Nϕ

U2Nϕ
=
34.64
6.3 =5.5

Z'm=k2Zm=5.52×951.66Ω=28787.72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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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k2Rm=5.52×58.57Ω=1771.74Ω
X'm=k2Xm=5.52×949.86Ω=28733.27Ω

  短路实验在高压侧测量,高压侧采用星形接法,相电流和线电流都等于24.06A,线电压

为4800V,三相短路损耗为26500W,pk=26500/3W。那么短路相电压

Ukϕ =
Uk

3
=
4800
3
V=2771.36V

短路阻抗

Zk=
Ukϕ

Ikϕ
=
2771.36
24.06Ω=115.18Ω

短路电阻

Rk=
pk

I2kϕ
=
26500/3
24.062

Ω=15.26Ω

短路电抗

Xk= Z2
k-R2

k = 115.182-15.262Ω=114.16Ω
  Rk 为t=25℃时测得的数值,应折算至75℃时的电阻,即

Rk(75℃)=Rk
234.5+75
234.5+θ =15.26×

234.5+75
234.5+25

Ω=18.20Ω

折算至75℃时的短路阻抗值

Zk(75℃)= R2
k(75℃)+X2

k = 18.202+114.162Ω=115.60Ω
高压侧阻抗基值

Z1b=
U1Nϕ

I1Nϕ
=
34640
24.06Ω=1439.73Ω

低压侧阻抗基值

Z2b=
U2Nϕ

I2Nϕ
=
6300
132.28Ω=47.63Ω

励磁阻抗标幺值

Z*
m =

Zm

Z2b
=
951.66
47.63=19.98

励磁电阻标幺值

R*
m =

Rm

Z2b
=
58.57
47.63=1.23

励磁电抗标幺值

X*
m =

Xm

Z2b
=
949.86
47.63=19.94

短路阻抗标幺值

Z*
k =

Zk

Z1b
=
115.60
1439.73=0.080

短路电阻标幺值

R*
k =

Rk

Z1b
=
18.20
1439.7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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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电抗标幺值

X*
k =

Xk

Z1b
=
114.16
1439.73=0.079

可近似认为

R*
1 =R'*

2 =
R*
k

2 =
0.013
2 =0.0065

X*
1σ=X'*

2σ=
X*
k

2 =
0.079
2 =0.0395

  至此,就可得到图2-16所示的本例变压器的近似等效电路图。

图2-16 例2-1变压器的近似等效电路图

(3)短路实验电流为额定值,阻抗电压为

uk=
Ukϕ

U1Nϕ
×100%=

2771.36
34640×100%=8%

  阻抗电压与短路阻抗标幺值相等,即uk=Z*
k ,当然也有uka=R*

k ,ukr=X*
k ,这里不再

赘述。

2.4 变压器运行时的特性指标

变压器运行性能的主要指标有电压变化率(又称电压调整率)和效率。

图2-17 由简化相量图推导

电压变化率

2.4.1 电压变化率

由于变压器内部存在着电阻和漏电抗,负载电流通过时会产生电阻压降和漏电抗压降,
导致二次侧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电压变化程度通常

用电压变化率表示。当一次绕组外施电压为额定值时,从空

载到额定负载二次侧电压的变化量与二次侧电压额定值的比

值(用百分数表示)称为电压变化率,即

ΔU%=
U20-U2

U2N
×100%=

kU20-kU2

kU2N
×100%

=
U1N-U'2

U1N
×100%

=(1-U*
2 )×100% (2-32)

  如略去励磁电流,便可用简化相量图分析,如图2-17所

示,图中各线段均用标幺值表示。U*
1N=1,电阻压降标幺值为

I*
1NR*

k,电抗压降标幺值为I*
1NX*

k,额定负载时I*
1 =I*

1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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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 =I*

2N=1。延长U'*
2 顶点A 到P,OP=U*

1N,过U*
1N的顶点B 作OP 的垂线交OP 于点P',

由相量图中几何关系可知,PP'很小,可近似认为U*
1N=OP'。因此U*

1N=U'*
2+I*

1R*
kcosφ2N+

I*
1X*

ksinφ2N,所以U'*
2=1-R*

kcosφ2N-X*
ksinφ2N,式(2-32)可改写为

ΔU%=(R*
kcosφ2N+X*

ksinφ2N)×100% (2-33)

  式(2-33)是变压器额定运行时的情况,当变压器不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I*
1 =βI*

1N=β,

I*
2 =βI*

2N=β,β称为负载系数。电压变化率表达式为

ΔU%=β(R*
kcosφ2+X*

ksinφ2)×100% (2-34)

  由式(2-34)可见,ΔU 与负载系数、短路参数和负载功率因数有关。负载系数越大,ΔU
越大;短路阻抗越大,ΔU 也越大;当变压器带纯阻性或感性负载时,ΔU>0,输出电压降低;
当带容性负载时,sinφ2<0,ΔU 将减小,当负载容性电流超前至一定程度时,ΔU 可能为负

值,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变压器二次侧的端电压将随负载电流的增加而上升。常用的

电力变压器,功率因数为0.8(滞后)时额定负载的电压变化率称为额定电压变化率,其值约

为5%~8%。

2.4.2 变压器的损耗和效率

变压器在能量转换过程中会产生损耗。变压器的损耗可分为铁损耗和铜损耗两大类,
每类损耗又包括基本损耗和附加损耗两部分。

变压器的基本铁耗是指主磁通在铁芯中引起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附加损耗包括由

主磁通在油箱及其他构件中产生的涡流损耗和叠片之间的局部涡流损耗等,一般约为基本

铁耗的15%~20%。由于主磁通和电源频率基本不变,可近似认为铁损耗不随负载变化,
称为不变损耗。

变压器的基本铜耗是指电流流过绕组时所产生的直流电阻损耗。附加铜耗主要指由于

漏磁场引起的集肤效应使导线有效电阻增大而增加的铜耗、多股并绕导线的内部环流损耗,
以及漏磁场在结构部件、油箱壁等处引起的涡流损耗。铜损耗与负载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称
为可变损耗。

变压器的总损耗为

∑p=pCu+pFe (2-35)

输入功率为输出功率与全部损耗之和。效率定义为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即

η=
P2

P1
×100%=

P2

P2+∑p
×100%= 1- ∑p

P2+∑p

æ

è

ç
ç

ö

ø

÷
÷×100% (2-36)

  空载实验时因I0 和R1 均很小,可近似认为I20R1=0,即认为p0=I20Rm=pFe。短路实

验时因短路电压很低,可忽略I2mRm,即认为pkN=I21NR1+I21NR'2=pCuN,当为任意负载时,

I1=βI1N,pCu=β2pkN。而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为

P2=U2I2cosφ2 ≈U2NI2cosφ2=U2NβI2Ncosφ2=βSNcosφ2

由此可得变压器的效率公式为

η= 1- ∑p

P2+∑p

æ

è

ç
ç

ö

ø

÷
÷×100%= 1-

p0+β2pkN

βSNcosφ2+p0+β2pkN

æ

è
ç

ö

ø
÷×100%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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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2-37)是按单相变压器推导的,也适用于三相变压器,对三相变压器,SN、pkN和

p0 都应取三相值。
效率不是常数,它与负载电流的大小以及负载的性质有关。当负载的功率因数保持不

图2-18 变压器效率曲线

变时,效率随负载电流而变化的关系称为效率曲线,如
图2-18所示。仅在某一负载电流时,效率达到最大,为求

得最大效率,对式(2-37)取
dη
dβ
=0,求得极值条件为

p0=β2pkN。说明当可变损耗等于不变损耗时效率达到

最大。即最大效率发生在

βm=
p0

pkN
(2-38)

  一般电力变压器的p0/pkN=1/3~1/4,故最大效率

发生在β=0.5~0.6左右。变压器不设计成β=1时效率

最大,是因为变压器并非经常满载运行,负载系数随季

节、昼夜而变化,因而铜耗也是随之变化的。而铁耗在变压器投入运行后总是存在的,故常

设计成较小铁耗,这对提高全年的能量效率有利。
例2-2 一台单相变压器,SN=1000kV·A,U1N/U2N=60kV/6.3kV,fN=50Hz。空载

实验测得p0=5000W;短路实验测得R*
k=0.017,X*

k=0.057,pkN=16950W。试计算:

(1)满载且cosφ2=0.8(φ2<0)时的电压变化率;

(2)满载且cosφ2=0.8(φ2>0)时的电压变化率及效率;
(3)当cosφ2=0.8(φ2>0)时的最大效率。

解 (1)满载β=1,cosφ2=0.8(φ2<0)时的电压变化率为

Δu=β(R*
kcosφ2+X*

ksinφ2)

=1×(0.017×0.8-0.057×0.6)

=-0.0206
说明在容性负载时,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出现了上升。

(2)满载β=1,cosφ2=0.8(φ2>0)时的电压变化率为

Δu=β(R*
kcosφ2+X*

ksinφ2)

=1×(0.017×0.8+0.057×0.6)

=0.0478
效率

η= 1-
p0+β2pkN

βSNcosφ2+p0+β2pkN

æ

è
ç

ö

ø
÷×100%

= 1-
5000+12×16950

1×1000×0.8×1000+5000+12×16950
æ

è
ç

ö

ø
÷×100%

=97.32%

  (3)最大效率时,负载系数为βm=
p0

pkN
=

5000
16950=0.543

,p0=β2pkN,最大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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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max= 1-

2p0

βmSNcosφ2+2p0

æ

è
ç

ö

ø
÷×100%

= 1-
2×5000

0.543×1000×0.8×1000+2×5000
æ

è
ç

ö

ø
÷×100%

=97.75%

小  结

变压器磁路中存在着主磁通和漏磁通。主磁通同时交链一、二次绕组,在一、二次绕组

中产生感应电动势E1 和E2,由于一、二次绕组的匝数不同,从而实现了电压的变换。同

时,主磁通在传递电磁功率过程中还起着媒介作用。漏磁通分别交链一次绕组或二次绕组,
它对变压器电磁过程的影响是起漏抗压降作用,而不直接参与能量的传递。

在变压器中存在着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各自的电动势平衡关系和两绕组之间的磁动势

平衡关系。当二次侧电流和磁动势变化时,将倾向于改变铁芯中的主磁通Φm 及感应电动

势E1,这就破坏了一次侧电动势的平衡关系。此时一次侧会自动增加电流分量I1L和相应

的磁动势I1LN1 以平衡二次侧磁动势的作用,使一次侧电动势达到新的平衡。通过电动势

平衡关系与磁动势平衡关系,能量就从一次侧传递至二次侧。
在铁芯饱和时,为了得到正弦变化的磁通,励磁电流中必须含有高次谐波,尤其是三次

谐波。在变压器分析中常采用等效正弦波电流来等值代替,考虑铁耗后,等效励磁电流超前

主磁通一个角度αFe。
变压器运行中既有电路问题,也有磁路问题。为了分析方便,将它转化为单纯的电路问

题,因而引入了励磁阻抗Rm+jXm 和漏电抗X1σ、X2σ等参数,再将二次侧的量折算至一次

侧,就可得到一、二次侧之间有电流联系的等效电路。
基本方程式、等效电路和相量图是分析变压器内部电磁关系的三种方式,其中基本方程

式是变压器电磁关系的一组数学表达式,等效电路是从基本方程式出发用电路形式来模拟

实际变压器,相量图是基本方程式的图形表示,三者是一致的。在实际应用时,定性分析采

用相量图,定量计算采用等效电路。
变压器的电抗参数是和磁通对应的,Xm 和铁芯中的主磁通相对应,X1σ、X2σ分别和一、

二次绕组的漏磁通相对应。主磁通在铁芯中流通、受磁路饱和影响,Xm 不是常数;而漏磁

通路径介质主要为非磁性物质,所以X1σ和X2σ可看作常数。
变压器的主要性能指标是电压变化率Δu 和效率η,其数值受变压器参数和负载的大小

及性质的影响。变压器工作时二次侧电压将随着负载系数和负载功率因数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在铁芯柱中产生铁芯损耗、在绕组中产生铜损耗和在金属构件中产生附加损耗等,所有

损耗都转化为热量。

习  题

2-1 为什么要将变压器的磁通分成主磁通和漏磁通? 它们之间有哪些主要区别?

2-2 为了得到正弦形的感应电动势,当铁芯饱和与不饱和时,空载电流各呈什么波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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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试述变压器励磁电抗和漏电抗的物理意义。它们分别对应什么磁通? 对已制成的变

压器,它们是否为常数? 当电源电压降到额定值的一半时,它们如何变化? 这两个电

抗大好还是小好,为什么? 这两个电抗哪个大哪个小,为什么?

2-4 变压器空载运行时,一次绕组加额定电压,这时一次绕组电阻R1 很小,为什么空载电

流I0 不大? 如将它接在同电压(仍为额定值)的直流电源上,会如何?

2-5 一台380V/220V的单相变压器,如不慎将380V加在二次绕组上,会产生什么现象?

2-6 变压器负载时,一、二次绕组中各有哪些电动势或电压降? 它们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2-7 变压器铁芯中的磁动势,在空载和负载时有哪些不同?

2-8 试绘出变压器T形、近似和简化等效电路,说明各参数的意义。

2-9 变压器二次侧分别接电阻、电感和电容负载时,从一次侧输入的无功功率有何不同,为
什么?

2-10 为什么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可近似看成铁耗,短路损耗可近似看成铜耗? 负载时变压

器真正的铁耗和铜耗与空载损耗和短路损耗有无差别,为什么?

2-11 一台单相变压器,SN=20000kV·A,U1N/U2N=
220
3
kV11kV,fN=50Hz,线圈

为铜线。空载及短路实验数据如表2-2所示(实验时温度为15℃),试求:

(1)折算到高压侧的T形等效电路各参数的欧姆值及标幺值
æ

è
ç 假定R1=R'2=

Rk

2
,

X1σ=X'2σ=
Xk

2
ö

ø
÷;

(2)短路电压及各分量的标幺值;
(3)在额定负载,cosφ2=0.8(φ2>0)和cosφ2=0.8(φ2<0)时的电压变化率;
(4)在额定负载,cosφ2=0.8(φ2>0)时的效率;
(5)当cosφ2=0.8(φ2>0)时的最大效率。

表2-2 习题2-11变压器空载和短路实验数据表

实验类型 电压/V 电流/A 功率/kW 备  注

空载实验 11000 45.4 47 在低压侧测量

短路实验 9240 157.5 129 在高压侧测量



   

第 3章
三相变压器

现代电力系统都采用三相制,因此实际上使用最广泛的变压器是三相变压器。本章主

要讨论三相变压器的磁路系统、电路系统及多台三相变压器的并联运行问题。

3.1 三相变压器的磁路系统

3.1.1 三相变压器组

  若将三个完全相同的单相变压器绕组按一定方式连接起来便构成三相变压器,称为三

相变压器组,如图3-1所示。可见,三相变压器组的各相磁路是彼此独立的,各相主磁通以

各自的铁芯作为磁路。因为各相磁路的磁阻相同,当三相绕组接对称的三相电压时,各相的

励磁电流也相等。

图3-1 三相变压器组的磁路系统

(a)三相变压器组磁路;(b)三相对称磁通

3.1.2 三相芯式变压器

如果将图3-1所示的三个单相铁芯合并成如图3-2(a)所示的结构,那么通过中间芯柱

的磁通便等于三相磁通的总和。当外施电压为对称三相电压时,三相磁通也对称,其总和

Φ
·
A+Φ

·
B+Φ

·
C=0,即在任意瞬间,中间芯柱磁通为零。因此,在结构上可省去中间的芯柱,

如图3-2(b)所示。这时,三相磁通的流通情形和星形接法的电路相似,在任一瞬间各相磁

通均以其他两相为回路,仍满足了对称要求。为生产工艺简便,在实际制作时常将三个芯柱

排列在同一平面上,如图3-2(c)所示。人们称这种变压器为三相三铁芯柱变压器,或简称为

三相芯式变压器。可见,这种变压器的各相磁路是彼此相关的。三芯柱变压器中间相的磁路

较短,即使外施电压为对称三相电压,三相励磁电流也不完全对称,其中间相励磁电流较其余

两相小。但是与负载电流相比励磁电流很小,如负载对称,仍然可认为三相电流对称。



◆44   电机学教程(第2版)

图3-2 三相芯式变压器的磁路系统

(a)四柱铁芯立体结构;(b)三柱铁芯立体结构;(c)三柱铁芯平行结构

3.2 三相变压器的电路系统

3.2.1 三相变压器绕组的接法

  在三相变压器中,用大写字母A、B、C表示高压绕组的首端,用X、Y、Z表示高压绕组的

末端;用小写字母a、b、c表示低压绕组的首端,用x、y、z表示低压绕组的末端。
对于电力变压器,不论是高压绕组或是低压绕组,我国电力变压器标准规定只采用星形

接法或三角形接法。以高压绕组为例,将三相绕组的三个末端连在一起,而将它们的首端引

出,便是星形接法,用字母Y表示,如图3-3(a)所示。如将一相的末端和另一相的首端连接

起来,顺序接成一闭合电路,便是三角形接法,用字母D表示。三角形接法有两种连接顺

序,一种按A→X→C→Z→B→Y顺序,如图3-3(b)所示;一种按A→X→B→Y→C→Z顺

序,如图3-3(c)所示。

图3-3 三相绕组连接法

(a)Y连接法;(b)D连接法,A→X→C→Z→B→Y;(c)D连接法,A→X→B→Y→C→Z

因此,三相变压器可连接成如下几种形式:①Yy或 YNy或 Yyn;②Yd或 YNd;

③Dy或Dyn;④Dd。其中大写字母表示高压绕组接法,小写字母表示低压绕组接法,字母

N、n是星形接法的中性点引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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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连接组别及标准连接组

如果将两台变压器或多台变压器并联,除了要知道一、二次绕组的连接方法外,还要知

道一、二次绕组的线电动势之间的相位。连接组就是用来表示一、二次侧电动势相位关系的

一种方法。

1.单相变压器的连接组别

由于变压器的一、二次绕组与同一磁通交链,一、二次侧感应电动势有着相对极性。例

如在某一瞬间高压绕组的某一端为正电位,在低压绕组上也必定有一个端点的电位也为正,
人们将这两个正极性相同的对应端点称为同极性端,在绕组旁边用符号“·”表示。不管绕

组的绕向如何,同极性端总是客观存在的,如图3-4所示。
由于绕组的首端、末端标志是人为标定的,如规定电动势的正方向为自首端指向末端,

当采用不同标记方法时,一、二次绕组电动势间有两种可能的相位差。如将同极性端标记为

相同的首端标志,即将标有同极性端符号“·”的一端作为首端,则二次侧电动势E
·
ax与一次

侧电动势E
·
AX同相位,如图3-5所示。

图3-4 客观存在的同极性端

(a)绕向相同;(b)绕向相反

图3-5 同极性端有相同首端标志

 

如将同极性端标记为相异的首端标志,即将一次绕组标有“·”号的一端作为首端,在二

次绕组标有“·”号的一端作为末端,则二次侧电动势E
·
ax与一次侧电动势E

·
AX反向,如

图3-6所示。

图3-6 同极性端有相异首端标志

为了形象地表示一、二次侧电动势相量的相位差,电力系统中通常采用所谓时钟表示

法。将高压电动势看作时钟的长针,低压电动势看作时钟的短针,将代表高压电动势的长针

固定指向时钟12点(或0点),代表低压电动势的短针所指的时数作为绕组的组号。
前一种情况一、二次侧电动势相位差为0°,用时钟表示法便为Ii0。后一种情况一、二次侧电

动势相位差为180°,用时钟表示法便为Ii6。其中Ii表示一、二次都是单相绕组,0和6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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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号。我国国家标准规定,单相变压器以Ii0作为标准连接组。

2.三相变压器的连接组别

三相变压器的连接组别用一、二次绕组的线电动势相位差来表示,它不仅与绕组的接法

有关,也与绕组的表示方法有关。

1)Yy连接

Yy连接有两种可能接法。如图3-7(a)所示,图中同极性端有相同的首端标志,一、二次

侧相电动势同相位,二次侧线电动势E
·
ab与一次侧线电动势E

·
AB也同相位,便标记为Yy0。

如图3-7(b)所示,图中的同极性端有相异的首端标志,二次侧线电动势Eab与一次侧线电动

势E
·
AB相位差180°,便标记为Yy6。

图3-7 Yy连接组

(a)Yy0连接图和相量图;(b)Yy6连接图和相量图

图3-8 Yd连接组

(a)Yd11连接图和相量图;(b)Yd5连接图和相量图

2)Yd连接

在按A—X—C—Z—B—Y顺序的三角形连接中,图3-8(a)中同极性端有相同的首端,

E
·
ab滞后E

·
AB330°,属于Yd11连接组。在图3-8(b)中同极性端有相异的首端,E

·
ab滞后E

·
AB

150°,属于Yd5连接组。
此外,三相变压器还可接成Dy或Dd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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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连接组别

为统一制造方式,我国国家标准规定只生产五种标准连接组:①Yyn0;②Yd11;

③YNd11;④YNy0;⑤Yy0。其中最常用的为前三种。

3.3 三相变压器的空载电动势波形分析

在分析单相变压器空载运行时已经提到,由于磁路饱和,磁化电流是尖顶波,即除有基

波分量以外,还包含有各奇次谐波,其中以三次谐波最为显著。但是在三相系统中,三次谐

波电流在时间上同相位,其能否流通与铁芯磁路结构和三相绕组的连接方法有关。

3.3.1 三相变压器组Yy连接

因一次侧为Y连接,励磁电流中的三次谐波电流分量不能流通,从磁化电流中减去三

图3-9 三相变压器组铁芯中的磁通波形和

绕组中的电动势波形(Yy连接)
(a)磁通波形;(b)电动势波形

次谐波分量后近似为正弦波形。在这种情况下,
借助作图法求得磁通波 Φ 近似于平顶波,如
图3-9(a)所示。将磁通波分解成基波磁通和各

次谐波磁通,在各次谐波磁通中以三次谐波磁通

幅度最大,影响也最大,图中只画出了基波磁通

和三次谐波磁通。由基波磁通感应基波电动势

e1,频率f1,相位滞后于Φ190°。由三次谐波磁

通感应三次谐波电动势e3,频率f3=3f1,相位滞

后于Φ390°。将e1 和e3 逐点相加,合成电动势e
为一尖顶波,如图3-9(b)所示,其最高振幅等于

基波振幅与三次谐波振幅之和,使相电动势波形

畸变,相电动势畸变程度取决于磁路系统。三相

变压器组的各相有独立磁路,三次谐波磁通与基

波磁通有相同磁路,其磁阻较小,因此Φ3 较大,加
之f3=3f1,所以三次谐波电动势就相当大,其
振幅可达基波振幅的50%~60%,导致电动势波

形严重畸变,所产生的过电压有可能危害线圈绝

缘。因 此,三 相 变 压 器 组 不 能 接 成 Yy形 式

运行。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相电动势中包含有三次

谐波电动势,但因为二次侧是y连接,因此线电

动势中不包含三次谐波电动势。

3.3.2 三相芯式变压器Yy连接

在Yy连接的三相芯式变压器中,三次谐波电流不能流通,三次谐波磁通也将存在,从
性质上讲这与Yy连接的三相变压器组相同。但从量值来讲,由于三相芯式变压器的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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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三相芯式变压器中三次

谐波磁通的路径

磁路彼此相关,又由于各相的三次谐波磁通在时间上是同

相位的,不能像基波磁通那样以其他相铁芯为回归路线,三
次谐波磁通只能经过铁芯周围的油、油箱壁和部分铁轭等

形成回路,如图3-10所示。这条磁路的磁阻较大,故三次谐

波磁通及其三次谐波电动势很小,相电动势接近于正弦波

形,所以三相芯式变压器可接成 Yy形式。同理也可接成

Yyn形式。但因三次谐波磁通经过油箱壁等钢件,在其中

感应 电 动 势,产 生 涡 流 损 耗,会 引 起 油 箱 壁 局 部 过 热

并降低变压器效率。国家标准规定,三相芯式变压器如按

Yyn连接,其容量应限制在1800kV·A以下。

3.3.3 三相变压器Yd连接

Yd连接的三相变压器中,三次谐波电流在一次侧不能流通,一、二次绕组中交链着三

次谐波磁通,感应有三次谐波电动势。与前两种情况相比,其性质是相同的,对于二次侧三

角形接法的电路来讲,三次谐波电动势可看成短路,所产生的三次谐波电流便在三角形电路

中环流。该环流对原有的三次谐波磁通起去磁作用,三次谐波电动势被削弱,量值很小,因
此相电动势波形接近正弦波形。根据全电流定律解释,作用在主磁路上的磁动势为一、二次

侧磁动势之和,在Yd接法中,一次侧提供了磁化电流的基波分量,二次侧提供了磁化电流

的三次谐波分量,其作用与由一次侧单方面提供尖顶波磁化电流的作用是等效的,但略有不

同。在Yd接法中,为维持三次谐波电流仍需有三次谐波电动势,但是量值甚微,对运行影

响不大,这就是在高压线路中的大容量变压器需接成Yd接法的原因,无论三相变压器组或

是三相芯式变压器均是如此。

3.4 三相变压器的并联运行

在变电站中,常由两台或两台以上的变压器并联运行以同时给负载供电,图3-11所示

图3-11 三相Yy连接变压器的并联

运行接线图(三线图)

为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接线图。变压器并联运行可减少备用容量,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并

可根据负载变化来调整投入运行的变压器台

数,以提高运行的效率。

3.4.1 并联运行的理想状况

变压器有不同的容量和不同的结构形式。
当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它们的一次绕组并联连

接,故有共同的一次侧电压U
·
1,它们的二次绕

组并联连接,因而有共同的二次侧电压U
·
2。也

就是说,它们的一、二次侧双方都有相同的电

压。变压器并联运行的理想状况是:
(1)空载时,各变压器相应的二次侧电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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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相等且同相位。如此,则并联的各个变压器内部不会产生环流。

(2)负载运行时,各变压器所分担的负载电流应该与它们的额定容量成正比。如此,则
各变压器均可同时达到满载状态,使全部装置容量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

(3)各变压器的负载电流都应同相位,如此,则总的负载电流便是各负载电流的代数

和。当总的负载电流为一定值时,每台变压器所分担的负载电流均为最小,因而每台变压器

的铜耗为最小,运行较为经济。

3.4.2 并联运行的理想条件

为了满足第一项状况,首先,并联连接的各变压器必须有相同的电压等级,且属于相同

的连接组。不同连接组的变压器不能并联运行,例如Yy0连接的变压器绝不容许与Yd11
连接的变压器并联运行,因为它们的二次侧线电压间有30°的相位差;Dy11连接的变压器却

可和Yd11连接的变压器并联运行,因为它们的二次侧线电压同相位。其次,各变压器都应

有相同的线电压变比。设有几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即

kⅠ =kⅡ =kⅢ =…=kn =k (3-1)
这一条件是容易满足的。实用上所并联的各变压器变比间的差值要求限制在0.5%以内。

为满足第二项状况,保证各变压器所分担的负载电流与其额定容量成正比例,各变压器

应有相同的短路电压,证明如下。
当各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它们有共同的一次侧电压U1 和二次侧电压U2,下面以单相变

压器为例说明。如图3-12(a)所示,因并联的各个变压器一、二次侧有共同电压,其阻抗压降

相等,当各变压器变比相同且等于k时,根据图3-12(b)可得

U
·
1

k -U
·
2=I

·
2ⅠZkⅠ =I

·
2ⅡZkⅡ =I

·
2ⅢZkⅢ =…=I

·
2nZkn (3-2)

其中,I
·
2Ⅰ,I

·
2Ⅱ,I

·
2Ⅲ,…,I

·
2n分别为各变压器的二次侧电流;ZkⅠ,ZkⅡ,ZkⅢ,…,Zkn分别为

各变压器的短路阻抗。

图3-12 变压器并联运行

(a)接线图;(b)简化等效电路图

在应用简化等效电路时,已将励磁电流略去不计。
欲使各变压器同时达到满载,则式(3-2)应化作

I
·
NⅠZkI=I

·
NⅡZkⅡ =I

·
NⅢZkⅢ =…=I

·
NnZkn (3-3)

如将上式的各项均除以共同的额定电压,则有

ukⅠ =ukⅡ =ukⅢ =…=ukn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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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式(3-3)和式(3-4)可知,各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应和它们的额定电流或额定容量成反

比,亦即各变压器应有相同的短路电压标幺值。
为满足第三项状况,使变压器负载电流同相,要求各变压器短路电阻与短路电抗的比值

相等,亦即各变压器应有相同的短路电压有功分量和相同的短路电压无功分量。
综上所述,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一、二次侧额定电压分别相等,即变比相等;
(2)联结组标号相同;
(3)短路阻抗标幺值相等,阻抗角相等。
多台单相变压器并联运行时也需满足上述条件。

3.4.3 并联运行时负载分配的计算

当实际的变压器并联运行时,以上的第一、第三两项理想条件未必能完全满足。在以下

的推导中,假设各变压器有相同的变比,但有不同的短路电压,这个假设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为变比相同是容易做到的,而短路电压则随容量等级的不同而不相同,通常大容量变压器

有较大的短路电压。
由式(3-2)可求得各变压器的负载电流为

I
·
2Ⅰ =

U
·
1

k -U
·
2

ZkⅠ
, I

·
2Ⅱ =

U
·
1

k -U
·
2

ZkⅡ

I
·
2Ⅲ =

U
·
1

k -U
·
2

ZkⅢ
, …, I

·
2n =

U
·
1

k -U
·
2

Zkn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3-5)

将式(3-5)的各式相加,得到总负载电流为

I
·
2=

U
·
1

k -U
·
2

æ

è
ç

ö

ø
÷∑

n

i=1

1
Zki

(3-6)

  将式(3-6)与式(3-5)相比,并消去 U
·
1

k -U
·
2

æ

è
ç

ö

ø
÷,则得到各变压器负载电流分配关系式,分

别为

I
·
2Ⅰ =

1
ZkⅠ

∑
n

i=1

1
Zki

I
·
2, I

·
2Ⅱ =

1
ZkⅡ

∑
n

i=1

1
Zki

I
·
2

I
·
2Ⅲ =

1
ZkⅢ

∑
n

i=1

1
Zki

I
·
2, …, I

·
2n =

1
Zkn

∑
n

i=1

1
Zki

I
·
2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3-7)

  式(3-7)的两边各乘以电压U
·
2,则得到各变压器承担的输出容量SⅠ,SⅡ,SⅢ,…,Sn

与并联系统的总输出容量S 之间的关系,分别为



第3章 三相变压器 ◆51   

SⅠ =

1
ZkⅠ

∑
n

i=1

1
Zki

S, SⅡ =

1
ZkⅡ

∑
n

i=1

1
Zki

S

SⅢ =

1
ZkⅢ

∑
n

i=1

1
Zki

S, …, Sn =

1
Zkn

∑
n

i=1

1
Zki

S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3-8)

式中,S 为并联系统的总容量;SⅠ,SⅡ,SⅢ为各变压器承担的容量。
实用上Zk 可以绝对值|Zk|代替。再假定各变压器的电流都同相,则因为Z*

k =uk,

Zk=Z*
k
UN

IN
=Z*

k
UN

IN

UN

UN
=uk

U2
N

SN
,故式(3-8)可写成以额定容量和短路电压表达的分配

形式

SⅠ =

SNⅠ

ukⅠ

∑
n

i=1

SNi

uki

S, SⅡ =

SNⅡ

ukⅡ

∑
n

i=1

SNi

uki

S

SⅢ =

SNⅢ

ukⅢ

∑
n

i=1

SNi

uki

S, …, Sn =

SNn

ukn

∑
n

i=1

SNi

uk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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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3-9)

或

SⅠ∶SⅡ∶SⅢ =
SNⅠ

ukⅠ
∶
SNⅡ

ukⅡ
∶
SNⅢ

ukⅢ
(3-10)

也可写成

βⅠ∶βⅡ∶βⅢ =
1

ukⅠ
∶
1

ukⅡ
∶
1

ukⅢ
(3-11)

式中,βⅠ、βⅡ、βⅢ分别为第Ⅰ、第Ⅱ、第Ⅲ台变压器的负载系数。
由此可见,各变压器的负载分配与该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成正比,与短路电压成反比。各

变压器的负载系数与短路电压成反比,即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时,短路电压小的变压器先达

到满载。如果各变压器的短路电压都相同,则变压器的负载分配只与额定容量成正比。在

这种条件下,意味着各变压器可同时达到满载,总的装置容量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事实上,
各变压器的短路电压很难做到都相同。电力变压器的uk 一般在0.05~0.105之间,容量大

的变压器uk 也较大。如果uk 不等,则uk 较小的那台变压器将先达到满载。为了不使其过

载,其余的变压器均将达不到满载,导致整个装置容量得不到充分利用。而uk 较小的常常

是容量较小的变压器,造成容量大的变压器达不到满载。在实用上,为了使变压器总的装置

容量能够得到较好利用,要求投入并联运行的各变压器的容量尽可能接近,最大容量与最小

容量之比不要超出3∶1;短路电压值尽可能接近,其差值应限制不超过10%。
例3-1 某变电站有三台变压器,连接组号相同,数据如下:
变压器Ⅰ:SN=3200kV·A,U1N/U2N=35000/6300V,uk=0.069;
变压器Ⅱ:SN=5600kV·A,U1N/U2N=35000/6300V,uk=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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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Ⅲ:SN=3200kV·A,U1N/U2N=35000V/6300V,uk=0.076。
(1)当变压器A与B并联运行,输出的总负载为8000kV·A时,各台变压器分担的负

载容量分别为多少?
(2)若三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在不允许任何一台变压器过载的情况下,求该变压器组可

能供给的最大的总负载。
解 (1)由式(3-10)可得

SⅠ

SⅡ
=
SNⅠ/ukⅠ

SNⅡ/ukⅡ
=
3200/0.069
5600/0.075=0.6211

同时,SⅠ和SⅡ还应满足SI+SⅡ=8000kV·A,解得SⅠ=3065kV·A,SⅡ=4935kV·A。
(2)令短路阻抗最小的变压器A的βⅠ=1,则

βⅡ =βⅠ
ukⅠ

ukⅡ
=1×

0.069
0.075=

23
25

βⅢ =βI
ukⅠ

ukⅢ
=1×

0.069
0.076=

69
76

最大总负载

Smax=βⅠSNⅠ +βⅡSNⅡ +βⅢSNⅢ =11257kV·A

小  结

三相变压器的磁路系统分为各相磁路彼此独立的三相变压器组和各相磁路彼此相关的

三相芯式变压器两种。
三相变压器的一次绕组、二次绕组可接成星形,也可接成三角形。三相变压器一、二次

侧对应线电动势(或电压)间的相位关系与绕组绕向、标志和三相绕组的连接方法有关。其

相位差均为30°的倍数,通常用时钟表示法来表明其连接组别,共有12个组别。为了生产和

使用方便,规定了标准连接组。
不同磁路结构和不同连接方法的三相变压器,其励磁电流中的三次谐波分量流通情况

不同。对于Yy连接的三相变压器组而言,由于三次谐波电流无法流通,而三次谐波的磁通

在铁芯中可畅通,造成三次谐波电动势幅值较大,导致相电动势波形畸变和相电压的升高。
因此,三相变压器组不能接成Yy接法运行。

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如能满足变比相等、连接组别相同和短路电压有功分量及无功分量

分别相等诸条件,则其并联运行的经济性最好,装置容量能够充分利用。而实际上最后一条

件不易满足,但应做到尽量接近。
当各并联运行变压器短路阻抗标幺值不相同时,其负载容量分配按实用表达式计算。

短路电压标幺值小的变压器将先达到满载。为了使各变压器的装置容量尽可能得到利用,
要求各变压器的短路电压标幺值应尽可能相近。

习  题

3-1 三相芯式变压器与三相变压器组相比,具有什么优点? 在测取三相芯式变压器空载电

流时,为何中间一相电流小于旁边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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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试说明三相变压器组为什么不采用Yy连接,而三相芯式变压器可以采用?

3-3 为什么大容量变压器常接成Yd而不接成Yy形式?

3-4 Yd连接的三相变压器中,三次谐波电动势在d连接的绕组中能形成环流,基波电动势

能否在d连接的绕组中形成环流?

3-5 Yy接法的三相变压器组中,相电动势有三次谐波,线电动势中有无三次谐波? 为

什么?

3-6 三相变压器的一、二次绕组的同极性端和端点的标志如图3-13所示。画出它们的电

动势相量图并判断其连接组别。

图3-13 习题3-6图

3-7 当有几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希望能满足哪些理想条件? 如何达到并联运行的理想

状况?

3-8 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如果变比不相同,将发生什么物理现象? 会带来什么后果?

3-9 设有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变压器Ⅰ的容量为1000kV·A,变压器Ⅱ的容量为

500kV·A,在不允许任一台变压器过载的条件下,试就下列两种情况求该变压器组

可能供给的最大负载:
(1)当变压器Ⅰ的短路电压为变压器Ⅱ的短路电压的90%时,即设ukⅠ=0.9ukⅡ;
(2)当变压器Ⅱ的短路电压为变压器Ⅰ的短路电压的90%时,即设ukⅡ=0.9ukⅠ。

3-10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均为Yd连接,额定数据如下:
变压器Ⅰ:SN=1250kV·A,U1N/U2N=35000V/10500V,uk=0.065;
变压器Ⅱ:SN=3000kV·A,U1N/U2N=35000V/10500V,uk=0.06。
(1)当输出的总负载为3250kV·A时,各台变压器分担的负载容量分别为多少?
(2)在不允许任何一台变压器过载的情况下,求该变压器组可能供给的最大总负载。

3-11 某工厂由于生产发展,用电量由500kV·A增加到800kV·A,原有变压器的额定

数据为SN=560kV·A,U1N/U2N=6300V/400V,Yy0连接,uk=0.05。今有三台

备用变压器,额定数据如下:
变压器Ⅰ:SN=320kV·A,U1N/U2N=6300V/400V,Yy0连接,uk=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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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Ⅱ:SN=240kV·A,U1N/U2N=6300V/400V,Yy4连接,uk=0.055;
变压器Ⅲ:SN=320kV·A,U1N/U2N=6300V/400V,Yy0连接,uk=0.055。
(1)在不允许任何一台变压器过载的情况下,选哪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最为合适?
(2)如果负载继续增加,要用三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再加哪一台合适? 需作如何处

理? 这时最大总负载容量是多少? 各台变压器的负载程度(负载系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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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直流电机概览

4.1 直流电机的用途和基本工作原理

4.1.1 直流电机的用途

  与变压器不同,直流电机是一种旋转电机,是最早得到实际应用的电机,它既可作电动

机又可作发电机。
直流电动机具有良好的起动性能,能在宽广的范围内平滑、经济地调速,适合对调速性

能和起动性能要求非常高的场合。例如,汽车用起动电机、挡风玻璃擦拭电动机、吹风机电

动机,以及电动窗用电动机等,都是直流电动机在工业自动控制中最为经济的选择。在大功

率驱动系统,例如城市轨道交通、钢厂轧钢机、挖掘设备、大型起重机等驱动系统中,直流电

动机有着广泛的应用。
当然,直流电机也是一种逐渐被淘汰的电机种类。在高可靠、大功率、固态化的开关设备

发展之前,直流电动机对所有变速驱动的运用场合来说,都是其主要的动力来源,另外,直流发

电机也是提供直流电能的主要来源。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和控制技术的发展,目前,直流发电机

已基本上被静止整流装置替代。在电力传动领域,先进的异步电动机控制理论和新型大功率

电力电子器件的结合,使得交流异步电动机的驱动系统正成为电气传动的发展趋势。

4.1.2 直流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一般直流电机的直流励磁绕组设置在定子上,电枢绕组嵌放在转子铁芯槽内,为了引出

直流电动势,旋转电枢必须装有换向器。图4-1(a)所示为直流电机的模型示意图。

图4-1 直流电机模型(p=1)
(a)线圈接至换向器和电刷;(b)线圈中感应电动势的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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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励磁绕组中流入直流电流后,电机主磁极产生恒定磁场,由原动机带动转子旋转,电

枢导体切割主磁场产生感应电动势,它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与气隙磁场空间分布规律一致,因
此线圈abcd 内产生交流电动势,线圈电动势随时间规律性变化,其波形与气隙磁通密度分

布相同,通常为平顶波。然而线圈电动势不是直接引出的,而是通过换向器引出。电枢导体

与换向片固定连接,换向片之间由绝缘体隔开,换向器随电枢旋转,而电刷是静止不动的,并
与外电路相连,这样电刷接触的换向片是不断变化的。图4-1(a)中电刷“1”总是与N极面

下的导体-换向片接触,同时电刷“2”总是与S极面下的导体-换向片接触。根据右手定则,电
刷1为“+”极,电刷2为“-”极,电刷极性保持不变,换向器的作用如同全波整流,电刷1、2之

间的电动势经换向后为一有较大脉动分量的直流电动势,如图4-1(b)所示。这就是直流发电

机的基本原理。
当电刷两端接入直流电压后,转子电枢绕组中就有电流流过,定子励磁绕组由直流电流

励磁,则带电电枢导体在磁场中受到电磁力的作用,产生电磁转矩,使电枢旋转,电磁转矩的

方向与电机转向一致。由于电刷与换向器的作用使所有导体受力方向一致,此时直流电机

作电动机运行。
一台直流电机既可作发电机运行,也可作电动机运行,这就是电机的可逆性原理。

4.2 直流电机的结构

直流电机主要由定子和转子两大基本结构部件组成。定子用来固定磁极和作为电机的

机械支撑,转子中用来感应电动势从而实现能量转换的部件称为电枢,实现交流电变成直流

电的部件称为换向器。

4.2.1 定子部分

直流电机的定子由主磁极、电刷装置、机座等组成,其结构如图4-2所示。

图4-2 直流电机的结构

1—风扇;2—机座;3—电枢;4—主磁极铁芯;5—电刷装置;

6—换向器;7—接线板;8—接线盒;9—励磁绕组;10—端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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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磁极的作用是产生主磁场。主磁极由磁极铁芯和套在铁芯上的励磁绕组构成,如
图4-3所示。当励磁绕组中通有直流励磁电流时,气隙中会形成一个恒定的主磁场,如
图4-4所示。图4-3中磁极下面截面较大的部分称为极靴,极靴表面沿圆周的长度称为极

弧,极弧与相应的极距之比称为极弧系数,通常为0.6~0.7。极弧的形状对电机运行性能

有一定影响,它能使气隙中的磁通密度按一定规律分布。电枢旋转时齿、槽依次掠过极

靴表面,使磁通密度发生变化,从而在铁芯中产生涡流和磁滞损耗。为减少损耗,主磁极

铁芯通常用1~1.5mm厚的导磁钢片叠压而成,然后固定在磁轭上。各主磁极铁芯上套

有励磁绕组,励磁绕组之间可串联,也可并联。主磁极成对出现,沿圆周 N、S极交替

排列。
容量较大的直流电机还有换向极(位于两个主磁极之间的较小磁极),如图4-4中5所

示。换向极铁芯常用厚钢板或整块钢制成,其上装有换向极绕组,换向极下的空气隙较主磁

极下的空气隙大。换向极数目一般与主磁极相同,但是小功率直流电机中,换向极的数目可

少于主磁极,甚至不装换向极。

图4-3 主磁极

1—主磁极铁芯;2—极靴;3—励磁绕组;

4—绕组绝缘;5—机座;6—螺杆

图4-4 直流电机的剖面和磁场示意图

1—电枢铁芯;2—极靴;3—磁极铁芯;

4—磁轭;5—换向极

一般直流电机的机座既是电机的机械支撑,又是磁极外围磁路闭合的部分,即磁轭,因

图4-5 电刷装置

1—电刷;2—刷握;3—弹簧压板;4—座圈;5—刷杆

此用导磁性能较好的钢板焊接而成,或用铸钢

制成。机座两端装有带轴承的端盖。电刷固定

在机座或端盖上,一般电刷数等于主磁极数。
电刷装置由电刷、刷握、刷杆、压紧弹簧和汇流

条等组成,如图4-5所示。电刷一般用石墨制

成,装于刷握中,并由弹簧压住,以保证电枢转

动时电刷与换向器表面有良好的接触。电刷装

置将电枢电流由旋转的换向器通过静止的电刷

与外部直流电路接通。

4.2.2 转子部分

转子由电枢铁芯、电枢绕组和换向器组成。
电枢铁芯是主磁路的组成部分,为了减少电枢旋转时铁芯中磁通方向不断变化而产生的涡

流和磁滞损耗,电枢铁芯通常用0.5mm 厚的硅钢片叠压而成,叠片间有一层绝缘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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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所示,图中环绕轴孔的一圈小圆孔为轴向通风孔。较大的电机还有径向通风系统,即
将铁芯分为几段,段与段之间留有约10mm的通风槽,构成径向通风道。电枢铁芯的外缘

均匀地冲有齿和槽,一般为平行矩形槽。
电枢绕组由绝缘导体绕成线圈嵌放在电枢铁芯槽内,每一线圈有两个端头,按一定规律

连接到相应的换向片上,全部线圈组成一个闭合的电枢绕组。电枢绕组是直流电机的功率

电路部分,也是产生感应电动势、电磁转矩和进行机电能量转换的核心部件,绕组的构成与

电机的性能关系密切。
换向器由许多彼此绝缘的换向片组合而成,如图4-7所示。它的作用是将电枢绕组中

的交流电动势用机械换向的方法转变为电刷间的直流电动势,或反之。换向片可为燕尾形,
升高部分分别焊入不同线圈的两个端点引线,片间用云母片绝缘,排成一个圆筒形,目前小

型直流电机改用塑料热压成型,简化了工艺,节省了材料。

图4-6 直流电机电枢铁芯

(a)电枢铁芯装配图;(b)电枢铁芯冲片

图4-7 换向器结构图

1—换向片;2—垫圈;3—绝缘层;4—套筒;5—连接片

4.3 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式

直流电机的电路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套在主磁极铁芯上的励磁绕组,另一个是嵌在电

枢铁芯槽中的电枢绕组,此外还有换向极绕组。电机的运行特性与励磁绕组获得励磁电流的

方式,即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间的连接方式关系很大。直流电机按励磁方式可分为他励和自

励两大类,自励式又可分为并励、串励和复励。直流电机的各种励磁方式如图4-8所示。

图4-8 直流电机的各种励磁方式

(a)他励;(b)并励;(c)串励;(d)复励(长分接);(e)复励(短分接);(f)永磁式

1.他励

他励式励磁绕组不与电枢绕组连接,而由另一个独立的直流电源对励磁绕组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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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并励

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并联,两个绕组上的电压相等,此即为电机的端电压。

3.串励

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串联,两个绕组中电流相同。

4.复励

励磁绕组分为两部分,一个与电枢绕组串联,另一个与电枢绕组并联。如串联绕组所产生

的磁动势与并联绕组所产生的磁动势方向相同,则称为积复励;若两者相反,则称为差复励。
通常应用的直流电机为积复励。先将串联绕组与电枢绕组串联,然后再与并联绕组并联,称长

分接法复励;反之,先将并联绕组与电枢绕组并联,然后再与串联绕组串联,称短分接法复励。

5.永磁式

永磁直流电机由永久磁铁提供固定磁通,不再需要外部的电励磁。永磁直流电机没有

励磁绕组及相关的功率损耗,效率较高。永久磁铁所需要的空间比励磁绕组所需空间小,电
机尺寸较小。但是永磁直流电机也会受到永磁材料所带来的限制,如气隙磁通密度较小且

不可调,又如永磁材料对温度的敏感性较大等。但是随着新型永磁材料的发展,如钕铁硼材

料的使用,限制会越来越小。

4.4 直流电机的额定值

直流电机的主要额定值如下:
(1)额定功率PN:直流电机在额定运行条件下使用时输出功率保证值,电动机指输出

机械功率,发电机指输出电功率,单位为 W或kW。
(2)额定电压UN:电机在额定运行条件下出线端的电压保证值,单位为V或kV。
(3)额定电流IN:电机在额定电压运行、输出额定功率时的出线端电流,单位为 A

或kA。
(4)额定转速nN:电机在额定运行条件下的转子旋转速度,单位为r/min。
(5)额定励磁电流IfN:电机在额定运行时的励磁绕组电流,单位为A或kA。
(6)额定效率ηN:电机在额定运行条件下,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比值的百分数。
此外,在电动机的铭牌上还标注有额定转矩、重量、绝缘等级、温升、防护等级等指标,以

供安装和检修时参考。

小  结

本章介绍了直流电机的基本构成、结构特点和励磁方式。
直流电机的结构特点是有一换向装置,其由一个换向器和一组电刷组成,通过它便能使

旋转的电枢绕组中的交流感应电动势变换成静止的电刷间的直流电动势,故称之为机械换

向结构。
直流电机由定子和转子两大结构部件组成,电枢绕组是直流电机的核心部件,当电枢绕

组在磁场中旋转时就将产生感应电动势和电磁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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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机的性能随着励磁方式的不同有很大差异。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式有他励、并励、

串励、复励和永磁式。
直流电机的额定值是保证电机可靠工作和优良运行性能的依据。特别是运行人员要十

分重视额定值的含义。

习  题

4-1 简述直流电机的各主要部件。为什么电枢铁芯要用硅钢片叠成,而磁轭却可用铸钢或

钢板制成?

4-2 “直流电机实质上是一台装有换向装置的交流电机”,怎样理解这句话?

4-3 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式有哪些? 不同励磁方式下负载电流、电枢电流和励磁电流有什么

关系?

4-4 一台直流电动机,额定功率PN=160kW,额定电压UN=220V,额定效率ηN=90%,
额定转速nN=1500r/min,求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4-5 一台直流发电机,额定功率PN=145kW,额定电压UN=230V,额定效率ηN=90%,
额定转速nN=1450r/min,求该发电机的额定电流。



   

第 5章
直流电机的运行分析

本章主要介绍直流电机的空载和负载磁场分布、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电枢绕组的感应

电动势和电磁转矩、直流电机的换向问题和电机稳态运行时的基本方程。

5.1 直流电机的磁场

磁场是电机感应电动势和产生电磁转矩,从而实现机电能量转换的关键,电机的运行性

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机的磁场特性。

5.1.1 空载时直流电机的磁场

当直流电机空载运行时,电枢电流为零,直流电机的气隙磁场由主磁极绕组的励磁磁动

势Ff建立,由于励磁电流是直流,所以气隙磁场是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恒定磁场。这一磁

场在一个极面下的空间分布如图5-1(a)所示,磁极面下气隙小且较均匀,故磁通密度较高,
幅值为Bδ,而两极之间的气隙增加,磁通密度显著降低,从磁极边缘至几何中心线处,磁通

密度沿曲线快速下降。

图5-1 直流电机的磁路

(a)空载时极面下的磁通密度;(b)四极直流电机两极下的磁路

电机主磁极产生的磁通分成两部分,主磁通Φ 通过气隙,同时交链电枢绕组和励磁绕

组,使电机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和电磁转矩的有效磁通。另外,由于磁极产生的磁通不可能全

部通过气隙,总还有一小部分从磁极的侧面逸出,直接流向相邻的磁极,它只与励磁绕组交

链,不与电枢绕组交链,故称磁极漏磁通Φσ。
直流电机的主磁路包括以下部分:气隙、电枢齿、电枢磁轭、主磁极和定子磁轭。除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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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部分均由铁磁材料制成。主磁路和漏磁路如图5-1(b)所示。

5.1.2 负载时电枢电流的磁场

当直流电机带有负载时,电枢绕组中有电流流过,电枢电流也将产生磁场,称作电枢磁

场。为了分析方便,认为电枢表面光滑(无齿槽),磁场分析略去换向器,只画主磁极、电枢绕

组和电刷。电机空载磁场、电枢反应磁场和两者的合成磁场分布图如图5-2(a)~(c)所示,
图5-2(c)的扭曲磁通清楚地表明了电枢反应对磁通分布的影响。

图5-2 电枢反应对磁路分布的影响

(a)空载时的磁场分布;(b)电枢磁场分布;(c)合成磁场分布

下面首先讨论主磁极磁场和电枢磁场,然后讨论由主磁极磁动势和电枢磁动势共同作

用的合成磁场。

图5-3 空气隙中磁通密度分布波

(a)空载磁通密度;(b)电枢磁动势;

(c)电枢磁通密度;(d)合成磁通密度

主磁极产生的气隙磁场分布图如图5-3(a)表
示,B0(x)曲线的横坐标为沿圆周的距离,纵坐标为

磁通密度。每极磁通Φ 为一个极距内B0(x)曲线及

横坐标间所包含的面积。
在实际电机中,电刷放在磁极中心线上的换向片

上,该换向片所连的线圈边在两磁极中间,此处的气

隙磁通密度为零,又称为几何中性线(交轴)。此时,
在图5-3(a)中使电刷位置落在交轴上,示意与其连接

的线圈处于交轴位置。电枢绕组由许多线圈组成,每
个线圈跨距近似为极距τ,每两相邻线圈都移过一个

齿距,线圈中流过电流ia 大小相同。取主磁极轴线

(直轴)和电枢圆周表面的交点为横坐标原点,在一个

极距的范围内,取关于直轴对称、经过+x 和-x 的一

个闭合回路,如图5-3(a)所示,则被此回路所包围的

电枢导体总电流为 N
πDa
2xia,其中 N 为电枢导体总

数,Da 为电枢外径。假设磁动势全部消耗在两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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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上,则每个气隙所消耗的电枢磁动势为

Fax=
1
2

N
πDa
2xia=

Nia
πDa

x=Ax (5-1)

式中,A=
Nia
πDa

,称为线负荷。

根据式(5-1)可画出电枢磁动势沿电枢圆周表面的分布,如图5-3(b)所示。正磁动势

表示磁通方向由电枢到主极,负磁动势则相反。由图可见,电枢磁动势波叠加后的波形趋近

于三角波。电枢磁场的轴线在交轴处,它和直轴轴线相差90°电角度。当x=
τ
2

时,即电刷

位于交轴处,电枢磁动势为最大值,即Fa=
1
2Aτ。

5.1.3 交轴电枢反应

当直流电机负载运行时,就有主磁极磁动势和电枢磁动势同时作用在空气隙上。电枢

磁动势的存在使空载磁场分布情况改变,即负载时电枢磁动势对主极磁场的影响称为电枢

反应。通常电刷处于交轴处,由于电枢磁动势的轴线总是与电刷轴线重合,故称为交轴电枢

反应。
由于直流电机定子为凸极,空气隙是不均匀的,极面下磁阻小且均匀,Ba(x)与Fa(x)

成正比,而在极尖以外,磁阻增大很多,尽管Fa(x)在交轴处最大,但是Ba(x)仍将下降,比
极尖处低很多,故电枢电流产生的磁场分布波Ba(x)与电枢磁动势分布波Fa(x)有较大不

同,Ba(x)曲线呈马鞍形,如图5-3(c)所示。

空气隙中的合成磁场B(x)即为B0(x)与Ba(x)之和,如图5-3(d)所示。由图可见,电
枢磁动势使一半极面下(如图中所示的右半极面下)的磁通增加,而使另一半极面下的磁通

减少。如不考虑磁路的饱和现象,上述一半磁极增加的磁通正好等于另一半磁极减少的磁

通,故每一极面下的总磁通仍将保持不变,合成磁场的分布如图5-3(d)中实线所示。但是,
实际上磁路中通常有饱和现象存在,由于增磁部分的磁通密度很大,磁路饱和程度增加,使

B(x)的高峰部分略有下降,如图5-3(d)中虚线所示,因此,使一半极面下所增加的磁通小于

另一半极面下所减少的磁通,故每一极面的总磁通略有减少。交轴电枢反应对电机运行的

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电枢反应的去磁作用将使每极磁通略有减少。由于电机中磁路饱和现象的存在,

交轴电枢磁动势将产生一定的去磁作用,使每极面下的总磁通略有减少。
(2)电枢反应使极面下的磁通密度分布不均匀。由图5-3(d)可知交轴电枢反应使一半

极面下的磁通密度增大,而另一半极面下的磁通密度减少。将电枢进入极面的磁极极尖称

为前极尖,电枢离开极面处的极尖称为后极尖。因此,在发电机状态,电枢反应使前极尖的

磁通密度削弱,而使后极尖的磁通密度增强;电动机状态正好相反。这样会使导体切割最强

的磁场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比一般的值高得多,造成换向片间的电动势分布不均匀,影响电

机的换向,严重情况下会形成环火,烧坏电机的换向器和电枢。此外,电枢磁动势的存在使

交轴处的磁场不为零,将妨碍线圈中的电流换向。



第5章 直流电机的运行分析 ◆65   
5.1.4 直轴电枢反应

若电刷不在几何中性线上,将电刷顺着发电机的旋转方向或逆着电动机的旋转方向移

过角度β,则电枢电流的分布也随之变化,电枢磁动势的轴线也随着电刷移动,如图5-4中

的曲线1。为了分析方便,可将电枢磁动势Fax分为交轴电枢磁动势Faqx和直轴电枢磁动势

Fadx两个分量,如图5-4中曲线2和曲线3所示,曲线1为曲线2和曲线3之和。

图5-4 电刷不在几何中性线上时的电枢磁动势分布

1—电枢磁动势;2—交轴电枢磁动势;3—直轴电枢磁动势

在图5-5中,2β角度内的磁动势,其轴线与主极轴线重合,称为直轴电枢磁动势。其余

部分(π-2β)角度内的磁动势,其轴线与主磁极轴线相正交,称为交轴电枢磁动势。图5-5
(a)中的直轴电枢磁动势方向与主磁极极性相反,使主磁通减弱,呈去磁作用。图5-5(b)中
的电刷位置逆着发电机的旋转方向或顺着电动机的旋转方向移过了角度β,此时直轴电枢

磁动势方向与主磁极极性相同,故呈助磁作用。

图5-5 电枢反应分解为交轴分量和直轴分量

(a)直轴分量为去磁作用;(b)直轴分量为助磁作用

设电枢磁动势每极安匝数为Fa,其作用轴线在电流换向处,即电刷所在位置。电枢磁

动势中的直轴电枢磁动势的最大值Fad与主极轴线一致,其大小与2β 角度范围内导体数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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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Fa
2β
π=Aτβ

π
(5-2)

  同理,电枢磁动势中交轴电枢磁动势的最大值为

Faq=Fa
π-2β
π =Aτ 1

2-β
π

æ

è
ç

ö

ø
÷ (5-3)

5.2 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

电枢绕组是直流电机的一个重要部件。线圈在磁场中转动产生感应电动势,同时通电线

圈在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产生电磁转矩,从而实现机电能量转换。电枢绕组构成复杂、变化

较多。本节仅介绍绕组的基本构成原则和两种基本绕组形式:单叠绕组和单波绕组。

5.2.1 电枢绕组的基本特点

1.电枢绕组构成

  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由结构和形状相同的线圈构成。线圈可以是单匝,也可以是多匝。
线圈两端分别与两片换向片连接,如图5-6(a)所示。

电枢绕组均为双层绕组,见图5-6(b),一个线圈有两个线圈边分别处于不同极面下,一
个线圈边放在电枢铁芯的槽上层位置,另一个必定在下层位置,跨距约等于一个极距。一般

的小型电机,每一槽中仅有上、下两个线圈边,而大型电机每一槽中上层和下层并列嵌放几

个线圈边,如图5-6(c)所示,每层有u=3个线圈边,每一对上、下层边组成一个虚槽。显

然,虚槽数Qu 为电枢槽数Q 的u 倍,电枢绕组的线圈数S=Qu=uQ。设每个线圈有 Nc

匝,则电枢总的导体数N=2NcuQ。

图5-6 直流电机电枢绕组

(a)单个线圈示意图;(b)双层绕组示意图;(c)并列线圈边示意图

2.电枢绕组的节距

电枢绕组的连接规律可用线圈节距来表示,图5-7(a)、(b)所示分别为单叠绕组和单波

绕组的连接示意图。
图5-7中各绕组节距的含义如下:
(1)第一节距y1:一个线圈的两个线圈边之间的距离,通常用虚槽数表示。为了获得

较大的感应电动势,y1 应等于或尽量接近于一个极距τ=Qu/2p,且必须为整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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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直流电枢绕组连接示意图

(a)单叠绕组连接;(b)单波绕组连接

y1=
Qu

2p+ε=整数

式中,ε是一个小于1的分数。如果ε=0,线圈为整距;如果ε<0,线圈为短距;如果ε>0,
线圈为长距。一般取整距或短距绕组。

(2)第二节距y2:连接到同一换向片上的两个相邻线圈边之间的距离,即第一个线圈

的下层线圈边与第二个线圈的上层线圈边之间的距离,也用虚槽数表示。
(3)合成节距y:两个串联的相邻线圈对应边之间的距离,同样用虚槽数表示,且

y=y1+y2。
(4)换向器节距yK:一个线圈的两端所连接的换向片之间在换向器表面上所跨的距

离,用换向片数表示,而换向片数 K 与虚槽数Qu 相同,因此换向器节距等于合成节距,即

yK=y。
以上跨距的值有正有负,正值表示向右的跨距,负值表示向左的跨距。

5.2.2 单叠绕组

单叠绕组是指一个绕组元件边相对于前一绕组元件边仅移过一个槽,同时每个线圈的

出线端连在相邻的换向片上,如图5-7(a)所示。对单叠绕组有y=yK=1。下面以一台极

数2p=4,电枢槽数Qu=Q=16的直流电机为例说明单叠绕组的连接。

该电机的极距τ=
Qu

2p
=4,绕组的第一节距y1=

Qu

2p
=4,第二节距y2=y-y1=

1-4=-3。
根据以上数据及单叠绕组的特点,可将该单叠绕组连接成图5-8(a)所示的展开图。各槽、

磁极均匀分布,四只电刷(电刷数等于磁极数)也均匀分布在换向器圆周上,电刷宽度等于或小

于一个换向片的宽度。电刷放置的原则应使正、负极性的电刷间的感应电动势最大,通过换向

片被电刷短路的线圈两边应位于相邻两个磁极之间的几何中性线处,该线圈的感应电动势为零

或接近于零。因此,在线圈端部对称的情况下,电刷的中心线位于磁极中心线上。
按照图5-8(a)的连接次序,可画出相应线圈组成的并联支路图,如图5-8(b)所示。由

此可见,单叠绕组是一个闭合绕组,通过电刷与外部电路相连,并形成了几个并联支路。各

并联支路的感应电动势大小相等,不会在闭合回路形成循环电流。单叠绕组的每一条并联

支路都是由同一个主磁极下的全部线圈串联而成的,因此并联支路数、电刷数和主磁极数均

相等,即2a=2p(a 为并联支路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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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单叠绕组连接图

(a)绕组展开图;(b)并联支路图

5.2.3 单波绕组

单波绕组是指一个绕组元件边与相邻绕组对应元件边相距较远,即y 接近于而不能等

于2τ,连接起来的线圈像波浪一样向前延伸,同时每个线圈的出线端连在相距yK=y 的换

向片上,如图5-7(b)所示。如果电机有p 对极,则从某一个换向片出发,串联p 个线圈即

绕电枢一周后应回到与初始换向片相邻的换向片上,这样可再绕第二周、第三周、……最后

将全部元件串联完毕,构成一闭合回路。
下面以一台极数2p=4,电枢槽数Qu=Q=15的直流电机为例说明单波绕组的连接。

该电机的极距τ=
Qu

2p
=3.75,绕组的第一节距y1=

Qu

2p
+ε=4。

从与换向片1相连的第1个线圈开始,串联p=2个线圈后,线圈末端应与换向片15(左
行波绕组)或换向片2(右行波绕组)相连,这样才能继续下去。因此,该单波绕组的换向器

节距yK=
K∓1
p

=
15∓1
2 =7或8,单波绕组常用左行绕组,故取yK =y=7,第二节距

y2=y-y1=7-4=3。
根据以上数据及单波绕组的特点,可将该单波绕组连接成图5-9(a)所示的展开图。图

中各槽、磁极均匀分布,电刷的数量和放置原则与单叠绕组相同。图5-9(b)是相应线圈组

成的并联支路图,从图中可见,单波绕组将所有N极下的线圈串联成了一个支路,S极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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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线圈串联成了另一个支路,因此单波绕组的并联支路数只有两条,而与p 无关,即并联

支路对数a=1。

图5-9 单波绕组连接图

(a)绕组展开图;(b)并联支路图

从理论上讲,单波绕组只需正、负极性的两只电刷即可正常工作,但在实际电机中,为减

少电刷下的平均电流和电刷的面积,通常采用2p 只电刷(全额电刷)。
由以上分析可见,单波绕组与单叠绕组各有特点。单波绕组具有最少的并联支路数,因

此电刷间的电动势较大,电枢电流较小,而单叠绕组正好相反。
直流电枢绕组除单叠和单波绕组外,还有复叠、复波和混合绕组。就运用效果而言,各

种绕组的主要区别是并联支路数的多少。通常根据电机所需电流的大小和电压的高低来选

择绕组的形式。实用电机中的电枢绕组还用低电阻导线(均压线)将绕组中理论上的等电位

点连接起来,以确保绕组内部不产生循环电流和负载电流的平均分配。

5.3 电枢绕组的感应电动势与电机的电磁转矩

直流电机的运行情况可用基本方程式来分析,因此下面首先讨论电枢绕组的感应电动

势和电磁转矩,进而推导出直流电机稳态运行时电压平衡式、功率平衡式和转矩平衡式。

5.3.1 电枢绕组的感应电动势

电枢绕组的感应电动势是指电机正、负电刷之间的电动势,即一条并联支路中各串联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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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电动势的总和。
当电机空载运行时,直流电机气隙磁通密度的分布曲线及其感应电动势如图5-10所

图5-10 电刷的电动势为一支路

导体的感应电动势

示。当有一长度为l的导体以一定速度v 切割磁场

时,导体的感应电动势为e=Blv。每条支路中各串

联元件的元件边总是分布在磁极的不同位置上,各
导体的感应电动势也不同。

设电枢绕组总导体数为 N,有2a 条并联支路,
则每一条支路中的串联导体数为N/2a,电刷之间的

感应电动势为

Ea=∑
N/2a

i=1
ei=∑

N/2a

i=1
Bilv (5-4)

式中,Bi 为导体所在处的气隙磁通密度,且各处的气

隙磁通密度不尽相同。为简单起见,设每一磁极面下平均气隙磁通密度为Bav,它等于电枢

表面各点气隙磁通密度的平均值,这样每一磁极的磁通量Φ=Bavlτ。
每根导体的平均感应电动势为

eav=Bavlv=
Φ
lτl2pτ

n
60=2pΦn

60
(5-5)

式中,n 为电枢旋转速度,r/min;Φ 为每一磁极的总磁通量,Wb。由此可得相邻电刷之间

感应电动势为

Ea=
N
2aeav=

p
aN n

60Φ=CenΦ (5-6)

式中,Ce=
pN
60a

,为电动势常数。

式(5-6)为电刷在交轴且绕组为整距时直流电机感应电动势的计算公式,感应电动势

与每极磁通量及转速的乘积成正比。如果绕组短距或电刷不在交轴处,支路中一部分导体

的感应电动势将因磁场方向相反而反相,相互抵消,导致电刷间电动势减小。此外,负载时

的交轴电枢反应使极面下磁通密度的分布发生畸变,又由于磁路饱和影响,产生的交轴电枢

反应为去磁作用,电刷间的感应电动势虽与极面下磁通密度的分布情况无关,但是与极面下

总磁通量成正比,这样负载时的感应电动势比空载时略小。

电刷间电动势为直流,但是电枢导体的感应电动势是交变的,其频率为f=
pn
60
。

5.3.2 电枢绕组的电磁转矩

当电枢绕组中有电流流过时,电流与电机中气隙磁场相互作用,将产生电磁力,电枢受

到一电磁转矩的作用。这个转矩表达式可用与推导绕组感应电动势表达式类似的方法

导出。

设电枢绕组中某一导体的电磁力为fi=BilIi=Bil
Ia
2a
,其中Ii 为导体中的电流,Ia 为

电刷的电流,故Ii=
Ia
2a
。因此导体i产生的电磁转矩为Ti=fi

Da

2=Bil
Ia
2a

Da

2
,其中Da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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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枢直径。

同样,为简单起见,设每一极面下平均气隙密度为Bav,则一根导体的平均电磁转矩为

Tav=Bavl
Ia
2a

Da

2
(5-7)

设电枢绕组共有N 根导体,电枢总的电磁转矩应为全部导体所产生的转矩之和,总电磁

转矩

T=NTav=NBavl
Ia
2a

Da

2
(5-8)

将πDa=2pτ和Φ=Bavlτ代入式(5-8),则

T=N Φ
lτl

Ia
2a
2pτ
2π=

1
2π

p
aNΦIa=CTΦIa (5-9)

式中,T 为电枢绕组的电磁转矩,单位为N·m;CT 为转矩常数,CT=
1
2π

p
aN=9.55Ce。

电磁转矩与每极磁通和电枢电流的乘积成正比。电磁转矩也可由电磁功率求得,即

T=
Pem

Ω =
EaIa
Ω =

p
aNn
60ΦIa

60
2πn=

1
2π

p
aNΦIa=CTΦIa

  以上为电刷在交轴处时导出的直流电机电磁转矩公式。同样,绕组不是整距、电刷位置

移动以及气隙磁场变化等也会对电磁转矩产生影响。

5.4 直流电机运行的基本方程式

5.4.1 电压平衡方程式

1.直流发电机的电压平衡方程式

  对于直流电机,可按其接线方式,根据电路定律列出相关电压平衡方程式。现以并励发

电机为例说明,其电路如图5-11(a)所示。

图5-11 并励直流电机电路图

(a)发电机;(b)电动机

并励发电机的电枢电流Ia 为

Ia=IL+If (5-10)
式中,IL 为负载电流;If为励磁电流。

发电机向负载供电,绕组的感应电动势应大于端电压,即Ea>U,则
Ea=U+IaRa+2ΔU (5-11)

式中,U 为端电压;IaRa 为电枢回路中各串联绕组电阻的电压降;ΔU 为每一电刷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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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降,通常可认为ΔU 为常数,一般石墨电刷取ΔU=1V,一对电刷压降为2ΔU=2V。
此时,感应电动势与电流方向一致,电机输出电功率。绕组感应电动势Ea=CeΦn,发

电机的转速取决于原动机,通常保持不变。

2.直流电动机的电压平衡方程式

以并励直流电动机为例,其电路如图5-11(b)所示。电源流入电动机的电流I为

I=Ia+If (5-12)

  在电动机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与电枢电流的方向相反,故称反电动势。反电动势较端

电压小,即Ea<U,则
Ea=U-IaRa-2ΔU (5-13)

5.4.2 功率平衡方程式

1.直流发电机的功率平衡方程式

  将式(5-10)和式(5-11)相乘,可得并励直流发电机的电磁功率Pem为

Pem=EaIa=UIL+UIf+I2aRa+2ΔUIa=P2+pCuf+pCua+pCub (5-14)
式中,P2 为输出电功率,P2=UIL;pCuf为励磁损耗,pCuf=UIf;pCua为电枢铜损耗,pCua=
I2aRa;pCub为电刷的电损耗,pCub=2ΔUIa。

发电机输入的是机械功率,外施机械功率不能全部转化为电磁功率,因此,输入功率

P1 为

P1=Pem+pmec+pFe+pad (5-15)
式中,pmec为机械损耗,包括轴承摩擦损耗、电刷和换向器的摩擦损耗、通风损耗,它们都与

转速有关;pFe为铁芯损耗,电机旋转时,电枢铁芯中的磁通是交变的,由此产生涡流和磁滞

损耗,总称铁芯损耗;pad为附加损耗,又称杂散损耗,pad=(0.5%~1%)P2。
将式(5-14)代入式(5-15),得

P1=P2+pCuf+pCua+pCub+pmec+pFe+pad=P2+∑p (5-16)

式中,∑p=pCuf+pCua+pCub+pmec+pFe+pad 为直流发电机的总损耗。

图5-12 并励直流发电机的功率流程图

由此可画出并励直流发电机的功率流程图,
如图5-12所示。图中机械损耗pmec、铁芯损耗

pFe和附加损耗pad总称空载损耗p0。当负载变化

时,它们的数值基本不变,故又称不变损耗。电枢

绕组的铜损耗pCua和电刷接触压降损耗pCub是由

负载电流引起的,称负载损耗,它们随负载电流大

小而变化,故又称可变损耗。而空载时电枢电流

很小,Ia=If,所引起的pCua和pCub可忽略不计。
励磁损耗 pCuf消 耗 的 功 率 很 小,一 般 pCuf仅 为

(1%~3%)Pem。并励发电机的励磁损耗与负载电流大小无关,可认为是不变损耗。
输出功率P2 与输入功率P1 之比就是电机的效率,即

η=
P2

P1
=
P1-∑p

P1
=1-∑p

P1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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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流电动机的功率平衡方程式

以并励直流电动机为例进行分析。由电网供给的电功率为输入功率:

P1=UI=(Ea+IaRa+2ΔU)(Ia+If)

=EaIa+I2aRa+2ΔUIa+IfU=Pem+pCua+pCub+pCuf (5-18)

  直流电动机的输入电功率扣除电枢铜损耗、电刷的电损耗及励磁损耗后才是电枢绕组

吸收的电磁功率Pem。电磁功率再转换成机械功率,但是它并不是电动机轴上输出的有效

机械功率P2,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Pem=P2+p0=P2+pFe+pmec+pad (5-19)
则直流电动机的功率平衡方程式为

P1=P2+pFe+pmec+pad+pCua+pCub+pCuf=P2+∑p (5-20)

式中,∑p=pFe+pmec+pad+pCua+pCub+pCuf为直流电动机的总损耗。由此可画出并励

直流电动机的功率流程图,如图5-13所示。

图5-13 并励直流电动机的功率流程图

5.4.3 转矩平衡方程式

1.直流发电机的转矩平衡方程式

  由原动机供给的外施机械转矩为

T1=
P1

Ω
(5-21)

式中,P1 为输入机械功率,W;Ω 为角速度,s-1;T1 为输入机械转矩,N·m。
直流发电机的电磁转矩T 是电磁作用使发电机转子制动的阻力转矩,即所谓反转矩,

表示为

T=
Pem

Ω =CTΦIa (5-22)

空载损耗p0 所引起的空载制动转矩为

T0=
p0

Ω =
pmec+pFe+pad

Ω
(5-23)

直流发电机的转矩平衡方程式为

T1=T0+T (5-24)

2.直流电动机的转矩平衡方程式

直流电动机的电磁转矩是用以带动机械负载的驱动转矩。电动机的转矩平衡方程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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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0+T2 (5-25)

式中,T 为电磁转矩,T=
Pem

Ω
;T2 为轴上的输出转矩,等于机械负载制动转矩TL,T2=

P2

Ω
;T0 是 由 机 械 损 耗、铁 芯 损 耗 和 杂 散 损 耗 引 起 的 空 载 制 动 转 矩,T0 =

p0

Ω =

pmec+pFe+pad

Ω
。

例5-1 有一台并励直流发电机,额定功率20kW,额定电压220V,额定转速1500r/min,
电枢绕组电阻Ra=0.16Ω,电刷接触电压降2ΔU=2V,并励绕组回路电阻Rf=78.3Ω,空载损

耗p0=1kW,略去附加损耗。试求额定负载时各绕组的铜损耗、电磁功率、电磁转矩、输入

功率和效率。
解 负载电流 

IL=
PN

UN
=
20×103

220 A=90.91A

  励磁电流

If=
UN

Rf
=
220
78.3A=2.81A

  电枢电流

Ia=IL+If=(90.91+2.81)A=93.72A
  感应电动势

Ea=UN+IaRa+2ΔU=(220+93.72×0.16+2)V=237V
  电磁功率

Pem=EaIa=93.72×237W=22211W
  电枢绕组铜耗

pCua=I2aRa=93.722×0.16W=1405.4W
  并励绕组铜耗

pCuf=UIf=220×2.81W=618.2W
  电刷的电损耗

pCub=2ΔUIa=2×93.72W=187.4W
  输入功率

P1=Pem+p0=(22211+1000)W=23211W
  电磁转矩

T=
Pem

Ω =
22211

2π150060

N·m=141.4N·m

  效率

η=
P2

P1
×100%=

20000
23211×100%=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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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直流电机的换向问题

5.5.1 换向过程

  用机械方法强制改变直流电机的电路连接,使绕组元件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条支路经

电刷短路后转入另一条支路,从而使该绕组元件中的电流改变方向,这种电流方向的变换称

为换向。
图5-14表示出一个单叠绕组元件中电流的换向过程。图中粗线表示换向元件,它的两

端分别与换向片1和2相连接,设换向片宽度和电刷宽度相同。图5-14(a)为换向开始状

态,该元件位于电刷右边的支路,元件内电流ia 为逆时针方向。随着电枢的旋转,电刷与换

向片1、2同时接触,如图5-14(b)所示,换向元件与两个换向片及电刷构成一个闭合的换向

电路,其中的电流称换向电流。换向电流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直接影响换向的好坏。图5-14(c)
表示换向元件已移入电刷左侧支路,元件中的电流方向变成顺时针方向,此刻该元件换向已

结束。这一换向过程所经历的时间称为换向周期,通常用Tc 表示。换向周期很短,通常约

为0.0005~0.002s。

图5-14 一元件的换向过程

(a)换向开始;(b)正在换向;(c)换向结束

换向是直流电机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如果换向不好将在电刷与换向片之间引起火

花。火花超过一定限度,不仅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还会引起无线电电磁的干扰。
换向元件在换向过程中产生电抗电动势和速度电动势两种电动势。当换向元件中有电

流流过时,会产生交链该元件的漏磁通。当电流变化时,漏磁通便随之变化,将在该元件电

路中产生一个称为电抗电动势的感应电动势er,它的方向倾向于维持原来的电流不变,亦
即阻碍换向电流i的变化,因此是阻碍换向的。电抗电动势又可分为自感电动势和互感电

动势。自感电动势是由换向元件的漏磁通所产生的电动势;互感电动势是由于两换向元件

的互感作用而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速度电动势是指换向元件的两个线圈边在换向周期内,切割电机交轴处磁通而感应的

电动势。换向元件在交轴处切割的磁通有三种:主极磁场的边缘磁通、电枢磁场磁通和换向

极磁通。交轴附近的主极磁场的边缘磁通是很微小的,但是如将电刷的交轴移过一个角度,
便可使换向元件切割N极或S极的边缘磁通,所产生的速度电动势是阻碍换向还是促进换

向,视电刷移动方向而定。电枢磁场的速度电动势,无论是电动机还是发电机运行,其方向

总是阻碍换向的。为了促进换向,在电机交轴处特地设置了换向极,换向极产生的磁通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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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枢磁通略强而方向相反,这样换向元件在此情况下由换向极磁通和电枢磁通产生的总速

度电动势ek(简称换向极速度电动势)与电抗电动势er反向,起到了帮助换向的作用。

5.5.2 改善换向的方法

分析直流电机运行时换向的好坏,往往通过观察电刷和换向片间的火花。引起火花的

原因很多,电磁原因为重要原因,此外还有机械原因和电化学原因。直流电机运行时产生火

花可分为1级、1.25级、1.5级、2级、3级共五个等级,只要火花被限制在一定程度内,一般

电机在不超过1.5级时,不致影响换向器和电刷的连续正常工作。
改善换向的目的是减小或者消除电刷面下的火花。针对火花产生的原因,可采取相应

的措施。本节介绍消除电磁原因产生火花的方法。
对换向电路进行分析可知,如回路中的Δe很小或接近于零,则换向过程便接近于理想

的直线换向,Δe=er+ek,减少电抗电动势er和增加换向极速度电动势ek(er、ek 方向相反)
是改善换向的重要方面。

设置换向极是改善直流电机换向的有效措施。换向极位于电机交轴,磁极上套有匝数

图5-15 装换向极改善换向

不多的换向极绕组,并与电枢绕组相串联,如图5-15所

示。其极性应使所产生的磁通与电枢磁场磁通方向相

反。换向极磁动势的一部分Faq用于抵消交轴处的电

枢磁场磁动势,另一部分Fsk用于建立磁场,产生换向

元件速度电动势ek。
如果ek 正好抵消电抗电动势er,就能大大改善换

向。由于电抗电动势er和电枢反应磁动势都与负载电

流成正比,因此,要使换向极电动势也正比于负载电

流,必须使换向极绕组与电枢绕组串联,且换向极磁路

应是不饱和的,所以换向极极面下的空气隙比主磁极

下的大得多。
换向好坏还与电抗电动势er的大小有关。电机转速较低,换向周期Tc 较大和负载较

轻、电流ia 较小时,er较小,换向比较容易。
改善换向还可通过选择合适的电刷,相对减小er 和Δe所起的作用实现。电刷所采用

的材料是决定换向电路电阻Rb 的主要因素。换向比较困难的电机,宜用接触电阻大的电

刷,这样有利于换向,但是电刷接触电压较大对运行不利。
此外,移动电刷位置也能改善换向。将电刷从几何中性线上移开一个适当角度,使换向

元件切割主磁极磁场产生的速度电动势ek 与电抗电动势er 方向相反,相互抵消,可以达到

改善换向的目的,但是移动电刷后会产生直轴去磁电枢反应,对电机其他性能产生不良影

响,故这种方法现在已很少使用。

小  结

本章介绍了直流电机的运行原理,包括电机空载和负载运行时的气隙磁场,电枢绕组的

构成和特点,电枢绕组的感应电动势和电磁转矩,直流电机稳定运行时的基本方程式和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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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换向等。

直流电机磁场的性质、大小和分布与电机的工作特性及换向关系密切。空载运行时,电
机内部磁场由励磁绕组单独励磁,是一个恒定磁场。负载运行时,电机内部同时存在主极励

磁磁动势和电枢磁动势,电枢反应使气隙磁场的大小和分布发生变化,对电机运行的影响主

要是:磁场畸变将使每极总磁通有所减少;磁场畸变后,使交轴处磁场不为零,极面下磁通

密度分布不均,从而使换向片间电动势分布也不均,对换向不利。每一主极面下磁场一半被

削弱,另一半被加强;当电刷偏离几何中性线时,电机不仅发生交轴电枢反应,还发生直轴电

枢反应。
电枢绕组是直流电机产生感应电动势和电磁转矩的重要部件。单叠绕组和单波绕组是

直流电机中两种常见的绕组形式。无论电枢绕组采用何种形式,都是将各线圈通过相应的

换向片依次连接起来构成闭合回路,绕组通过电刷引入或引出电流,并在正、负电刷间形成

并联支路。对于单叠绕组,并联支路对数a=p;对于单波绕组,a=1。
直流电机电枢绕组的感应电动势Ea=CenΦ,即感应电动势正比于每极磁通量和转速。

在发电机中,感应电动势与电枢电流同方向,且Ea>U,电压平衡方程式为U=Ea-IaRa-
2ΔU;在电动机中,感应电动势为反电动势,感应电动势与电枢电流方向相反,且Ea<U,电
压平衡方程式为U=Ea+IaRa+2ΔU。由此还可以推出功率平衡方程式,得到直流电机在

发电机状态和电动机状态下的功率流程图。
直流电机电枢绕组的电磁转矩T=CTΦIa,即电磁转矩正比于每极磁通量和电枢电流。

在发电机中,电磁转矩是制动转矩,转矩与转速方向相反,转矩平衡方程式为T1=T+T0;
在电动机中,电磁转矩是驱动转矩,转矩与转速方向相同,转矩平衡方程式为T=T0+T2。
直流电机的电磁功率可写成Pem=TΩ=EaIa,它显示了电机内部机械功率与电功率之间的

转换关系。
换向是直流电机运行中的特殊问题。本章对火花产生的电磁原因、换向极和补偿绕组

的作用,以及改善换向的方法等进行了简要阐述。

习  题

5-1 电枢反应磁动势与主磁极磁动势有何不同?

5-2 交轴电枢反应和直轴电枢反应对电机性能会产生哪些影响?

5-3 直流电机负载时的电枢绕组电动势与空载时是否相同? 计算电枢绕组电动势Ea 时,
所用的磁通Φ 指什么?

5-4 电磁转矩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气隙中磁场的分布波形对其有无影响?

5-5 电刷之间的感应电动势与某一导体的感应电动势有什么不同?

5-6 直流电机作为发电机运行与作为电动机运行时,感应电动势起着怎样不同的作用? 电

磁转矩又起着怎样不同的作用?

5-7 直流电机稳态运行时,磁通是不变的,试问其铁芯损耗是否存在,为什么?

5-8 直流发电机与直流电动机的功率流程图有何异同之处?

5-9 造成电机换向不良的主要电磁原因是什么? 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换向?

5-10 一台他励发电机的转速提高20%,空载电压会提高多少(励磁电阻保持不变)? 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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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并励发电机,则电压升高得多还是少(励磁电阻保持不变)?

5-11 设有一台20kW、4极直流发电机,转速为1000r/min,电枢共有37槽,每槽并列线圈

边数u=3,每线圈元件匝数 Nc=2。若电枢绕组原为单波绕组,端电压为230V,求
电机的额定电流及电枢绕组各项数据;电枢绕组改为单叠绕组,求电机的额定电压、
电流及电枢绕组各项数据。

5-12 设有一台10kW、230V、4极、2850r/min的直流发电机,额定效率为85.5%,电枢有

31槽,每槽有12个导体,电枢绕组为单波绕组。
(1)求该电机的额定电流;
(2)求该电机的额定输入转矩;
(3)额定运行时电枢绕组回路电压降为端电压的10%,求每极磁通;
(4)求电枢导体中感应电动势的频率。

5-13 已知一台4极、1000r/min的直流电机,电枢有42槽,每槽中有3个并列线圈边,每
元件有3匝,每极磁通为Φ=0.0175Wb,电枢绕组为单叠绕组。
(1)试求电枢绕组的感应电动势;
(2)若电枢电流Ia=15A,求电枢的电磁转矩。

5-14 有一台并励发电机,额定容量PN=9kW,UN=115V,nN=1450r/min,电枢电阻

Ra=0.07Ω,电刷接触压降2ΔU=2V,并励回路电阻∑Rf=33Ω,额定时电枢铁耗

pFe=400W,机械损耗pmec=110W。
(1)试求额定负载时的输入功率和效率;
(2)试求额定负载时的电磁功率和电磁转矩;
(3)画出功率流程图。

5-15 有 一台并励电动机,额定电压UN=220V,电枢电流IaN=75A,额定转速nN=

1000r/min,电枢回路电阻(包括电刷接触电阻)Ra=0.12Ω,励磁回路电阻∑Rf=

92Ω,铁芯损耗pFe=600W,机械损耗pmec=180W。
(1)试求额定负载时的输出功率和效率;
(2)试求额定负载时的输出转矩;
(3)画出功率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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