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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直线感应电机复杂端部效应对“路”算和有限元二维“场”算带来的设计分析困难问题。
考虑端部效应、次级感应板涡流的集肤效应和次级漏电抗，编写了基于 ＶＢ 语言的直线感应电机电磁

设计“路”算程序；提出一种将横向端部效应的 ２ 个系数分别乘入次级绕组电阻率和电磁气隙磁导率，
近似等效横向端部效应对直线感应电机性能影响的二维有限元分析方法。 实验及三维有限元计算结

果验证了“路”算设计程序端部效应系数计算及二维有限元“场”算中横向端部效应计入方法的正确

性。 所提出的横向边端效应计算方法为直线感应电机的电磁设计及有限元仿真提供了更便捷、准确

的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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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感应电机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具有结构

简单、直接驱动、推力大、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等

诸多优点［１⁃３］。 目前，直线牵引系统已在我国的广

州地铁线、首都机场线和长沙磁浮快线得到应

用［４⁃６］。 但是，直线感应电机在结构上具有初级铁

芯开断、气隙大等特点，因此在设计计算方面与旋转

电机有所不同。 在“路”算设计方面的困难主要表

现为复杂的端部效应处理［７］。 在有限元“场”算数

值求解方面，二维场只能沿纵向建模分析，直线感应

电机的横向端部效应不能得到考虑；三维场建模分

析虽然能够计入各类端部效应，模拟电机实际运行

情况，但直线电机运动路径无循环带来的次级长度

大、初级路径长、气隙长度大等特点，使得三维仿真

几何模型和网格剖分量大，因此对数值求解的三维

建模分析计算方法提出较高的计算机硬件和时间成

本要求［８］。 由于纵横向边端效应的存在，使得直线

感应电机的设计计算和仿真模拟都较困难。

文献［９］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语言编写了直线感应电

机“路”算设计程序，但未完整考虑横向端部效应以

及纵向端部效应、集肤效应、次级漏电抗对电机性能

的影响。 文献［１０］基于一维电磁场理论方程求解，
系统推导了半填充槽、边端效应、次级漏电抗对等效

电路参数影响的计算式，对上述参数应用于电机设

计和性能计算没有做出明确说明。 现有文献中没有

形成一套综合考虑直线电机各类特点所带来的参数

修正的完整“路”算设计程序。 文献［１１］在假设横

向端部效应对电机性能影响很小的情况下，忽略横

向端部效应建立二维有限元分析模型计算样机性

能，实验证明横向端部效应会对电机性能计算结果

带来较大的偏差。 文献［１２⁃１３］使用三维涡流场求

解样机性能，仅适用于稳态性能的近似等效求解，无
法像瞬态场一样求解电机特性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过

程。 文献［１４］在相邻模型电磁场变化很小的情况

下，采取空间离散的方法建立多个模型求解，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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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模型求解工作量的目的；文献［１５⁃１６］在计算机

硬件基础有限的条件下分别对直线感应电机和永磁

直线电机三维瞬态场求解，并表明了三维瞬态场求

解直线电机工作量大、成本高、周期长，不能作为设

计常用手段。
本文以短初级复合次级单边直线感应电机为对

象，综合考虑直线电机特有的各种效应对参数计算

引起的修正，基于 ＶＢ 语言编写了完整的直线感应

电机电磁设计“路”算程序，为工程设计提供了考虑

因素全面、准确快速的设计程序。 提出一种将横向

端部效应的 ２ 个系数分别乘入次级绕组电阻率和电

磁气隙磁导率，近似等效横向端部效应对直线感应

电机性能影响的二维有限元分析方法，提高了二维

有限元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实验及三维全模型有限

元分析结果验证了“路”算程序和考虑横向端部效

应的二维有限元设计方法的正确性。

１　 计入边端效应的直线感应电机等效
电路与性能计算

１．１　 等效电路

直线感应电机的等效电路可以认为和旋转感应

电机相同，不同的是各类边端效应对直线电机等效

电路中的各参数值有影响。 图 １ 为忽略铁芯损耗，
考虑边端效应时直线感应电机等效电路［１７］。

图 １　 直线感应电机等效电路

其中， ｒ１ 为初级绕组电阻，ｘ１ 为初级绕组漏电

抗，ｘｍ０ 为磁化电抗，ｒ′２ 为归算到初级的次级电阻，Ｘ２

为次级漏电抗。 上述参数的计算方法与旋转电机相

同。 Ｋ′ｒ（ ｓ），Ｋ′ｘ（ ｓ） 分别为纵向动态端部效应对次级

电阻和磁化电抗的修正系数；Ｃｒ（ ｓ），Ｃｘ（ ｓ） 分别为横

向端部效应对次级电阻和磁化电抗的修正系数；Ｋ ｆ

为集肤效应对次级电阻的修正系数。
在直线感应电机一维似稳电磁场求解基础上，

按照场路复量功率相等原则，可推导得到 Ｋ′ｒ（ ｓ），

Ｋ′ｘ（ ｓ），Ｃｒ（ ｓ），Ｃｘ（ ｓ） 计算式。 其中，横向端部效应

对次级电阻的修正系数计算式

Ｃｒ（ ｓ） ＝ ｓＧ｛Ｒｅ２［Ｔ］ ＋ Ｉｍ２［Ｔ］｝
Ｒｅ［Ｔ］

（１）

横向端部效应对激磁电感的修正系数计算式

Ｃｘ（ ｓ） ＝ ｛Ｒｅ２［Ｔ］ ＋ Ｉｍ２［Ｔ］｝
Ｉｍ［Ｔ］

（２）

式中

Ｔ ＝ ｊ ｒ２ ＋ （１ － ｒ２） λ
ａα

ｔａｎｈａαé

ë
êê

ù

û
úú （３）

ｒ２ ＝ １
１ ＋ ｊｓＧ

（４）

λ ＝ １

１ ＋ １
ｒ
ｔａｎｈａα·ｔａｎｈｋ（ｃ － ａ）

（５）

式中： Ｇ 为品质因数；ａ 为初级横向长度的一半；ｃ 为

次级横向长度的一半 α ＝ ｃ
τ
，ｋ ＝ π

τ
；τ 为极距。

在上述基于一维场的端部效应修正系数求解基

础上，建立直线感应电机二维电磁场方程，可求解得

到直线感应电机次级漏电抗和集肤效应对次级电阻

的影响系数。 当双层绕组直线电机有边端半填充槽

时，在气隙磁场求解中同样分段求解气隙磁密，可推

导得到边端半填充对参数的影响。 综上，可以得到

直线感应电机等效电路全模型和电路中的各参数计

算式。
１．２　 电路简化与参数演变

为便于直线电机依据等效电路进行性能计算，
对图 １ 等效电路的结构及参数进行变换。

将图 １ 并联支路合并的电路结构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并联支路合并的等效电路

令

Ｒ２ ＝ Ｋ ｆＫ′ｒ（ ｓ）Ｃｒ（ ｓ）
ｒ′２
ｓ

（６）

Ｘｍ ＝ Ｋ′ｘ（ ｓ）Ｃｘ（ ｓ）ｘｍ０ （７）

·５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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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１～２ 的等效关系，有

Ｒｅｑ ＝
ＸｍＲ２（Ｘｍ ＋ Ｘ２） － ＸｍＸ２Ｒ２

Ｒ２
２ ＋ （Ｘｍ ＋ Ｘ２） ２ （８）

Ｘｅｑ ＝
ＸｍＲ２

２ ＋ ＸｍＸ２（Ｘｍ ＋ Ｘ２）
Ｒ２

２ ＋ （Ｘｍ ＋ Ｘ２） ２ （９）

　 　 由于各端部效应系数均基于场路复量功率相等

的原则推导得到，在忽略三相不对称（第一类静态

端部效应）的情况下，只需要将直线感应电机其他

端部效应的影响以对电机参数修正的形式计入等值

电路，即可完成直线感应电机考虑各类端部效应的

性能计算。
１．３　 性能计算

假设相电压为 Ｕ，忽略直线感应电机的不对称，
基于上述直线感应电机等效电路和参数计算式，可
以完成直线感应电机的性能计算。

ＶＢ 语言编程用户界面友好，但没有复数计算

功能，在求解等效电路性能计算时需要按照实部虚

部分别计算。 因此本文表述式中的量均为实数，不
代表相量。

建立复频域运算电路模型，计算可得转子侧电

流的模为

Ｉ２ ＝
Ｘｍ

Ａ２ ＋ Ｂ２［（ － Ｘ２Ａ ＋ Ｒ２Ｂ） ＋ ｊ（Ｒ２Ａ ＋ Ｘ２Ｂ）］ Ｉ

（１０）
式中

Ａ ＝ Ｒ２
２ － Ｘ２

２ － Ｘ２Ｘｍ （１１）
Ｂ ＝ ２Ｒ２Ｘ２ ＋ Ｒ２Ｘｍ （１２）

忽略相间不对称时的初级相电流

Ｉ１ ＝
Ｕ１

（ ｒ１ ＋ Ｒｅｑ） ２ ＋ （ｘ１ ＋ Ｘｅｑ） ２
（１３）

电磁推力

Ｆｅｍ ＝
ｍＩ２２Ｒ２

ｖｓ
＝
ｍＲ２

ｖｓ

Ｘ２
ｍ

（Ａ２ ＋ Ｂ２） ２·

（ － Ｘ２Ａ ＋ Ｒ２Ｂ） ２ ＋ （Ｒ２Ａ ＋ Ｘ２Ｂ） ２[ ] Ｉ２１ （１４）
功率因数

ｃｏｓϕ ＝
ｒ１ ＋ Ｒｅｑ

（ ｒ１ ＋ Ｒｅｑ） ２ ＋ （ｘ１ ＋ Ｘｅｑ） ２
（１５）

效率

η ＝
Ｆｅｍｖ － Δｐ
ｍＵ１Ｉ１ｃｏｓϕ

（１６）

式中： ｍ 为相数；ｖｓ 为同步牵引速度；Δｐ 为机械（摩
擦风磨） 损耗；ｖ 为初级运行速度。

１．４　 样机设计实例

利用等效电路参数和性能计算式，基于 ＶＢ 语

言编写直线感应电机“路”算设计程序。 并设计了

１ 台时速 ８０ ｋｍ ／ ｈ 的直线感应电机。 样机设计参数

见表 １。
表 １　 样机设计参数

参数名称 值

额定电压 ／ Ｖ ２２０

绕组连接方式 Ｙ 接

初级横向长 ／ ｍｍ ２２０

初级纵向长 ／ ｍｍ １ ８２０

次级横向长 ／ ｍｍ ２４０

次级钢板厚 ／ ｍｍ ２０

次级铝板型号 ＬＢＹ２

运行速度 ／ （ｋｍ·ｈ－１） ８０

极数 ８

初级铁芯高 ／ ｍｍ ８０

气隙长 ／ ｍｍ ９

次级铝板厚 ／ ｍｍ ４

初级硅钢片型号 ５０ＴＷ４７０

次级钢板型号 Ｓｔｅｅｌ１００８

２　 直线感应电机二维有限元仿真

２．１　 建模分析方法

有限元二维模型认为沿轴伸方向电机内部的磁

场均与所求截面处相同，即无法考虑直线感应电机

横向端部效应，因此很难在二维有限元分析模型中

准确分析计算直线感应电机特性。
参考“路”算中将各项端部效应的影响等效为

等值电路参数变化的方法，本文提出一种在二维有

限元计算时，将横向端部效应对次级电阻的修正系

数乘入次级电阻率，将横向端部效应对激磁电感的

修正系数乘入电磁气隙磁导率，以近似等效横向端

部效应对直线感应电机性能影响的仿真方法。
２．２　 仿真计算

采用上述近似等效横向端部效应的仿真方法，
对设计样机建立二维有限元分析模型如图 ３ 所示。
其中，次级铝板材料的电导率数值为工作温度下的

电导率乘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气隙及铝板的

·６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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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磁导率为材料相对磁导率乘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ｘ（ ｓ）。 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Ｃｘ（ ｓ） 值由（１）、
（２） 式计算可得。

图 ３　 二维仿真模型

ＶＢ“路”算程序和提出的二维有限元仿真方法

分别计算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Ｃｘ（ ｓ） 对直线感

应电机的推力影响见表 ２。
表 ２　 系数 Ｃｒ（ｓ），Ｃｘ（ｓ）对电机推力影响结果

推力 ／ ｋＮ 不计 Ｃｒ（ ｓ），Ｃｘ（ ｓ） 只计 Ｃｒ（ ｓ） 计 Ｃｒ（ ｓ），Ｃｘ（ ｓ）

ＶＢ １．６１５ ０．８９７ ０．７３４

二维 １．６５８ ０．９５０ ０．８０４

由表 ２ 可见，所提出的二维有限元仿真方法计

算结果与 ＶＢ“路”算程序计算结果基本相同。 横向

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Ｃｘ（ ｓ） 均会引起直线感应电机

的推力减小，且效果明显，不容忽略。
将只考虑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 影响的 ＶＢ

“路”算程序计算结果与二维“场”算结果后处理计

算样机性能对比见表 ３。
表 ３　 只计系数 Ｃｒ（ｓ）的“路”算与二维“场”算样机性能

只计

Ｃｒ（ ｓ）
速度 ／

（ｋｍ·ｈ－１）
推力 ／
ｋＮ

电流 ／
Ａ

效率
功率

因数

ＶＢ 路算 ８０ ０．８９７ １２０ ０．７７３ ０．５６２ ２

二维场算 ８０ ０．９５０ １４１ ０．７５３ ０．５０８ ５

由表 ３ 可见，考虑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 影

响时的 ＶＢ“路”算与二维“场”算推力结果相差不

大。 由于 ＶＢ“路”算无法考虑三相不对称，相比二

维“场”算电流结果偏小，进而影响效率偏高和功率

因数偏高。
将相同激励条件下忽略与近似等效考虑横向端

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 对次级电阻的修正时的二维电磁

推力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４ 所示。 由图可见，由
于横向端部效应作用效果与次级电阻增大相同，考
虑横向端部效应影响会引起直线电机推力的明显减

小。 图 ５ 为等效计入与忽略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 对次级电阻的修正时二维有限元分析所得次

级感应板涡流分布对比图。 取次级感应板中电密横

向分量沿电机纵向分布，如图 ６ 所示。 由图可见，用
减小次级感应板的电导率来近似等效直线感应电机

横向端部效应对次级电阻影响的方法，有效减小了

次级感应板涡流有效部分（沿横向分量） 的大小，体
现了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 应有的作用。

图 ４　 忽略与近似等效系数 Ｃｒ（ ｓ）　 　 　 　 　 图 ５　 忽略与近似等效系数 Ｃｒ（ ｓ）　 　 　 　 　 图 ６　 次级板涡流横向分量

影响的二维电磁推力结果 影响的次级板涡流分布 沿电机纵向分布

　 　 图 ７ 所示为完全忽略横向端部效应、近似等效

考虑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 对次级电阻的修正与

近似等效考虑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Ｃｘ（ ｓ） 对直

线感应电机性能影响时的二维仿真时，初级铁芯下

的气隙磁密法向分量沿电机纵向分布图。 由图可

见，考虑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ｘ（ ｓ） 时会引起气隙磁

密明显减小。 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 是对次级电

阻的修正，而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ｘ（ ｓ） 是对激磁电

感的修正。 因此，在二维仿真中需要同时考虑横向

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Ｃｘ（ ｓ） 对直线感应电机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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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图 ８ 所示为忽略与近似等效考虑横向端部效应

系数 Ｃｒ（ ｓ），Ｃｘ（ ｓ） 时中间一对极下气隙磁密法向分

量沿电机纵向分布图。 对其进行傅里叶分解（ＦＦＴ）
结果对比如图９所示。 由图可见，相比只计Ｃｒ（ ｓ） 影

响时的气隙磁密，考虑 Ｃｒ（ ｓ），Ｃｘ（ ｓ） 时的气隙磁密

幅值有所减小，基波磁密幅值分别为 ０． １６６ Ｔ，
０．１５２ Ｔ。 这与 ＶＢ“路”算程序计算结果接近。 由于

所设计为 ５ ／ ６ 短距绕组，谐波主要为 １１ 次和 １３ 次。

　 　 　 图 ７　 忽略与近似等效横向　 　 　 　 　 图 ８　 中间一对极下气隙磁密分布 图 ９　 中间一对极下气隙磁密 ＦＦＴ 分解

端部效应的气隙磁密

　 　 ＶＢ“路”算程序分别计算横向端部效应系数

Ｃｒ（ ｓ），Ｃｘ（ ｓ） 影响时的样机气隙磁密与二维仿真结

果对比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见，ＶＢ“路” 算程序计算样

机气隙磁密结果与二维仿真结果接近。 相比只计

Ｃｒ（ ｓ） 影响时的气隙磁密结果，考虑 Ｃｘ（ ｓ） 影响时的

气隙磁密幅值有所减小。 ＶＢ“路”算程序计算结果

与二维仿真结果的结论相同。
表 ４　 系数 Ｃｒ（ｓ），Ｃｘ（ｓ）对气隙磁密基波幅值影响

气隙磁密 ／ Ｔ
不计 Ｃｒ（ ｓ），

Ｃｘ（ ｓ）
只计 Ｃｒ（ ｓ）

计 Ｃｒ（ ｓ），

Ｃｘ（ ｓ）
ＶＢ ０．１３２ ０．１６２ ０．１４７

二维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６ ０．１５２

３　 三维全模型仿真与实验验证

为验证编写的“路”算设计程序及解析计算横

向端部效应系数的准确性和计入横向端部效应的二

维有限元分析方法的正确性，建立了样机三维有限

元仿真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

　 　 利用三维绕组建模插件，建立直线感应电机样

机三维全模型如图 １０ 所示。 由于三维模型计算量

大，为了加速稳定过程，忽略机械动态过程，仿真时

使用速度给定。

图 １０　 三维仿真模型图

图 １１ 为速度给定时样机电磁推力仿真结果。
稳态电磁推力平均值为 ０．６８６ｋＮ。

图 １２ 为三维全模型仿真次级感应板涡流分布

图。 可见，在同一纵向位置处沿横向次级涡流大小

不完全相同。 说明横向端部效应会改变次级电流的

方向，引起次级电流沿横向有效分量外的纵向无效

分量，实际可等效为次级有效电流的减小。 取次级

感应板涡流横向分量沿纵向轴线分布如图 １３ 所示。

　 　 图 １１　 三维仿真电磁推力曲线　 　 　 　 　 　 　 图 １２　 次级涡流分布 图 １３　 次级板电密横向分

量沿电机纵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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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二维仿真结果次级感应板涡流横向分量沿纵

向分布（见图 ６）对比可见，二维近似等效考虑横向

端部效应时的次级感应板涡流横向分量沿电机纵向

分布与三维全模型仿真更接近。 验证了本文近似等

效横向端部效应二维仿真方法的合理性。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设计计算方法的准确性，制

造圆弧型实验样机，进行特性实验。 按表 １ 所示样

机参数转换为圆弧型实验样机，实验平台如图 １４
所示。

图 １４　 圆弧型实验平台图

将推力实验结果与 ＶＢ“路”算、近似考虑横向

端部效应的二维仿真、三维全模型仿真结果对比见

表 ５。 由表 ５ 可见，与实验结果相比，ＶＢ“路”算、考
虑横向端部效应的二维“场”算和三维全模型计算

结果相差不大。
表 ５　 实验与“路”算，二、三维“场”算推力结果对比

推力 ／ ｋＮ 实验 ＶＢ 二维 三维

结果 ０．７３２ ０．７３４ ０．８０４ ０．６８６

差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６

４　 结　 论

针对直线感应电机边端效应复杂，三维有限元

计算周期长，样机制造成本高等带来的设计困难，基
于修正的 Ｔ 型等效电路分析了直线感应电机的各

类边端效应修正计算公式，编写了基于 ＶＢ 语言的

直线感应电机“路”算设计程序；提出一种等效考虑

横向端部效应的二维仿真方法；通过实验与三维全

模型仿真计算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路”算及二维

“场”算对横向边端效应等效处理方法的准确性。
为直线感应电机设计与工程应用提供便捷的研究方

法和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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