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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gnetic bearing

高速无摩擦、高效低能耗以及稳定无污染等特点，

technology, the rotor speed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使其在生命科学、无尘产线、核工业以及航天等领

subsequent stability issues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域极具竞争性[2]。磁轴承技术是集多学科理论为一

research on the dynamics of flexible rotors with magnetic

体的成果，涉及到机械、电子、计算机、控制和传

bearing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theory and process of stability control of
magnetic bearing-flexible rotor, including analysis methods and
optimization methods, the unbalance vibration and multi

感等多个学科[3]。目前，磁轴承的研究方向主要集
中在结构设计、动力学分析、控制策略以及工业应
用等方面，各个研究方向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磁

frequency vibratio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key issues of

轴承的工业应用[4]。近年来，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

the research on the dynamics of magnetic levitation bearings

许多应用场景对磁轴承提出了高速度、高精度的技

and flexible rotors were put forward, which provide a reference

术需求。

for the research of dynamics of magnetic levitation bearings

在高速状态下，磁轴承转子通常表现出弯曲特

and flexible rotors.

性，故称此类转子为柔性转子。柔性转子的弯曲特

KEY WORDS: magnetic bearing-flexible rotor; status quo of

性使其模态更加复杂[5-6]，高速旋转又使其陀螺效应

research;

加剧，因此想实现稳定控制更加困难[7]。这就要求

active

vibration

control;

dynamic

balance;

development trend

对磁轴承–柔性转子进行动力学分析与动力学优

摘要：随着磁轴承技术的发展，转子转速越来越高，随之而

化：通过完善的动力学分析理论与方法，实现对动

来的稳定性问题日益突出。磁悬浮轴承柔性转子动力学研究

力学特性的探究，进而推进动力学优化工作。

成为目前专家学者的研究重点。该文综述磁悬浮轴承–柔性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磁轴承–柔性转子动力学领

转子的稳定控制理论及过程，包括分析方法及优化方法，同

域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当前磁轴承–柔性转子

频振动、倍频振动，并提出磁悬浮轴承–柔性转子动力学研

的动力学分析理论与优化理论各自独立，没有形成

究的发展趋势和关键问题，为磁悬浮轴承–柔性转子动力学
研究提供参考。

系统的体系。本文在调研了大量国内外相关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对主要的磁轴承–柔性转子动力学分

关键词：磁轴承–柔性转子；研究现状；主动振动控制；动

析和动力学优化方法做出了较完整的总结。全文按

平衡；发展趋势

照先分析、后优化的思路，对磁轴承–柔性转子的

0 引言

动力学研究内容进行系统的梳理。在转子动力学分

磁悬浮轴承也称磁轴承，是一种利用电磁力实

析部分，首先，对磁轴承–柔性转子的旋转特性分

现定转子间无接触运转的新型轴承[1]。由于其具有

析方法进行总结和介绍。其次，引入磁轴承–柔性
转子支撑特性的概念，说明了支撑特性在动力学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607096)；江苏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bk20160896)。
Project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51607096);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bk20160896).

析上的作用，并总结了支撑特性的识别方法。在动
力学优化部分：首先分析了磁轴承–柔性转子动平
衡的相关方法与趋势，对现行的方法做了整理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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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接着，对磁轴承–柔性转子的振动控制做出分

以一简单转子为例，其有模态振型示意图如图 1

析，详细阐述了控制原理，并对比研究了现行的方

所示[12]。

法。然后，对柔性转子特有的跨临界转速问题做了

为了提高仿真的精确度，专家学者们对基于

总结与分析；最后，对目前的研究状况做出总结和

Ansys 的仿真进行了优化。对于非线性接触问题，

展望。

例如多种材料采用的过盈装配问题，Workbench 软
件通常会在计算时忽略非线性接触，从而导致计算

1 磁轴承–柔性转子的动力学分析

结果存在较大误差。一些学者以罚函数为工具，对

按照先分析、后优化的思路，首先应该对磁轴

模型添加预应力，使得计算结果更为准确[12]。

承–柔性转子的动力学特性进行分析。笔者在大量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到后续动力学优化过程中
的理论需求，将磁轴承柔性–转子的动力学特性分
为旋转特性和支撑特性两个方面。
1.1

(a) 一阶振型

磁轴承–柔性转子的旋转特性分析
磁轴承–柔性转子作为一种特殊的轴承–转子

系统，许多旋转特性服从于转子动力学的理论，其
发展也有赖于转子动力学整体的进步。近百年来，

(b) 二阶振型

转子动力学分析形成了两大类方法：传递矩阵法与
有限元分析法。这两类方法分别以数学模型推导和
计算机建模的方式，对转子的结构特性和控制特性
进行分析研究，分析内容主要包括模态分析、谐响

(c) 三阶振型

应分析、结构疲劳分析等。磁轴承–柔性转子的动力

图1

学分析方法大量使用了转子动力学的理论。传递矩

Fig. 1

阵法根据理论力学的理论方法，建立整个转子系统

1.2

的传递表达式，再结合边界条件求解出临界转速。
截至目前，研究人员对传递矩阵法做了多次改进，
[8]

转子弯曲模态示意图

Vibration modes of magnetic bearing flexible rotor

磁轴承–柔性转子的支撑特性分析
目前，对磁轴承–柔性转子的动力学分析除了

以上旋转特性外，还有对其支撑特性的分析。

目前人们使用较多的是 Riccati 传递矩阵法 。但不

磁轴承的支撑特性主要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基

论哪种传递矩阵法，由于其传递方程中包含了大量

础性，支撑特性在动力学特性中占有基础地位和关

与转子速度相关的变量，在面对大型复杂系统时都

键作用。支撑特性是实现动力学的稳定控制的前提

[9]

可能会出现漏根、错根的情况 。有限元法方法是对

和保证，但是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对支撑特性

转子建模，由计算机运算完成其旋转特性的计算分

的认识仅停留在支撑静态载荷的作用[17]，并未意识

析。核心思想是将复杂系统离散化，将实际结构假

到支撑特性在转子动力学上发挥的重大作用。因

想地离散为有限个规则的单元组合体。利用剖分插

此，研究支撑特性有助于理解更复杂的动力学现

值将变分问题离散化为普通多元函数的极值问题。

象。特点二是可控性，可控性是指支撑特性可以由

最后，归结为一组多元的代数方程组，求解代数方

控制系统改变，原因在于电磁力由控制系统决定，

[10-11]

程组即得数值解

。相较于传递矩阵法，避免了

而支撑特性取决于电磁力的大小和变化情况，因此

错根、漏根的情况。但是其缺陷在于计算量大，且

支撑特性可以由控制系统改变[18]。以上两大特点决

无法很好地解决高度非线性接触问题[12-13]。

定了支撑特性的重要性，进一步分析转子的旋转特

磁轴承–柔性转子具有十分复杂的弯曲模态。

性也必须要考虑轴承支撑特性的影响，这也是称之

随着转速的上升，其弯曲模态也更加复杂。因此，

为“磁轴承–转子”系统的原因[19]。相关研究者从

需要准确合理的模态分析即模态频率、模态振型、

支撑特性与动力学的关系出发，发掘出磁轴承在此

[14-16]

模态阻尼等模态参数的分析

。模态分析对实现

领域的潜力，并开始研究磁轴承支撑特性的识别与

结构性能的评价、结构损伤诊断、噪声控制以及结

控制。

构动态设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 Ansys

1.2.1

Workbench 等软件可以实现柔性转子的模态分析。

支撑特性与柔性转子动力学性能的关系

Gondhalekar 等[20]于 1979 年在船舶推进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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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上加装电磁阻尼器以改变支撑性能，转子稳定

形”复刚度曲线(参见图 2)，Humphris 等[27]提出等

运转速度达到 6000r/min，成功验证了用电磁方法

效刚度等效阻尼的概念。国内合肥工业大学李林[28]、

影响超临界传动轴振动特性的可行性。然而，文

上海大学汪希平 [29] 等也对广义刚度和广义阻尼的

献[21]认为 Gondhalekar 的电磁支撑只适合小型转

概念做了介绍，理论较为成熟，下文对其基本思路

子，提出通过使用液压装置改变轴承刚度，探究了

展开叙述(以 PD 模型为例)。

计算机控制轴承刚度，以此来改变动态性能的机
临界转速下，通过对比无阻尼轴承和油膜阻尼轴承
的动态性能，发现阻尼的加入使得转子更加稳定，
再次验证了支撑特性对动力学性能的控制能力。

ms2

复刚度 KV(log|F/x|)

理。美国宇航局 Cunningham 等[22]在转子处于三阶

C2Ki/s
C2KpC1

C2 Kd S

以上研究探索了转子支撑特性与动力学性能

转速

之间的关系，可见磁轴承的特性使其非常适用于调

图2
Fig. 2

节转子动力学性能。同时，随着磁轴承技术的发展，
磁轴承各方面的性能得到了提升，控制性能快速高
效。磁轴承已经超越液压式变刚度轴承和油膜轴

复刚度“浴盆形”曲线
Curve of complex stiffness

将控制器传递函数表达式进行拉普拉斯变换

(不考虑其他环节和延迟)，可得

承，应用领域也不仅仅局限于文献[21]所提及的小

F ( s )  ki I ( s )  k x X ( s )

型转子。因此，开展磁轴承支撑特性的研究是十分

式中：F(s)为电磁力；kx 和 ki 为电磁力在平衡位置

必要且具有实际意义的。
沈阳化工大学王宗勇等[23]将阻尼比、偏心距等
纳入分析范围，定义了位移比的概念，以量化衡量
稳定性。但是该文献忽略了实际的控制问题和硬件

(1)

的泰勒展开式的系数。
假设功率放大器为电流放大器且为线性，系统
传递函数为：
I (s)  G(s) X (s)

(2)

G ( s )  c p  cd s

(3)

(4)

实际应用价值；但该文献中忽略了其他环节的干

F (s)
 ki c p  k x  ki cd s  K ( s )
X (s)

扰，刚度和阻尼表达式不够精确。有关这一问题，

K ( s)  K ( j )  ki c p  k x  ki cd j

(5)

性能限制。清华大学赵雷等[24]探究了不同工作频率
区间下可控磁悬浮轴承的支撑特性。从支撑特性这
一角度设计 PID 控制器，在运动方程中体现控制系
统的作用，讨论了积分项与阻尼的关系，更加具有

武汉理工大学吴华春等

[25]

在其研究中分析了滤波、

滞后、衰减等因素对电磁轴承刚度的影响，得到更
为精确的支撑特性表达式。
以上研究表明，磁轴承–柔性转子的支撑特性

则有：

时域表达式为
F (i, x)  (ki c p  k x ) x(t )  ki cd x(t )

(6)

经对比可知，等效刚度表达式 (5) 与时域表达

在一定工况下可以影响转子的其他动力学特性，有

式(6)等价，而阻尼则是时域的倍。推广到其他不

利于提升转子转速，改善转子稳定性及提高转子控

同传递函数的磁轴承系统，只需解出广义刚度和阻

制精度。

尼表达式：

1.2.2

K ( j )  P ( )  jQ ( )

支撑特性的识别与检测

在论证了磁轴承–柔性转子的支撑特性和转子

(7)

可见，广义刚度的方法更具一般性。

动力学性能的关系后，需要探究支撑特性的识别与

但是，除了经典 PID 以外的控制方法大多无法

控制方法，以指导其实际工程的应用。磁轴承–柔

归结出准确的传递函数[7]，其他惯性环节也对传递

性转子的支撑特性由结构和控制参数共同决定。对

函数的求导造成干扰。对于传递函数未知的系统，

于已知传递函数的磁轴承–柔性转子系统，可以使

浙江大学蒋科坚等 [30] 提出了基于有限元模型和自

用广义刚度的概念求得系统的支撑特性。但由于控

由度凝聚的柔性转子电磁轴承支承刚度阻尼参数

制器和其他惯性环节的存在，使得刚度的时域表达

识别方法。但由于柔性转子本身的振动节点和结构

式通常是非线性的。而采用广义刚度在频域内计算

问题，其参数识别结果的图形特征也会相差很大，

可以解决这一问题。Habermann 等

[26]

提出了“浴盆

不具备普遍性，同时对低频段的识别精度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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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湾成功大学 Tsai 等[31]应用小波变换法识别了
支撑特性，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小波变换的幅频曲线
来估计刚度和阻尼系数。江苏大学张维煜等[32]推导
了变刚度系数的表达式，分析了偏心率和偏置磁场
对磁轴承稳定性的影响，考虑了线性化带来的误
差，得到了磁轴承的稳定区域，并制作了样机。但
是该文献并未提供刚度的控制方法，仅仅分析了刚
度被动改变时的测量方法。
支撑特性作为磁轴承–柔性转子系统基本的特
性，不仅提供支撑作用，等效的表达式还为稳定控
制提供了思路。例如，跨越临界转速时，等效的阻
尼使得转子振动降低。这一思路得益于支撑特性的
认知和等效处理。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研究热点

图3

主要有：

及其优化对象关系图

1）无传递函数的磁轴承–柔性转子模型，测试
方法几乎都是建立在激励测试的基础上

磁轴承–柔性转子动力学优化方法

[33]

，因此激

励的选取和施加非常关键；

2 ）在识别磁轴承 – 柔性转子支撑特性的过程
中，如何有效滤除多余干扰振动，是未来需要研究
的问题；

3）多数研究在测量磁轴承–柔性转子支撑特性
时，为了计算和讨论的简便，没有考虑耦合以及非
线性的影响；

4）部分算法建立在快速傅里叶变换、希尔伯
特变换等信号处理算法的基础上，结构复杂，计算
量大，且精度不高。

2 磁轴承–柔性转子的动力学优化

Fig. 3

Magnetic bearing-flexible rotor dynamics

optimization methods and its optimized object

进行平衡校正工作[35]。动平衡是针对轴长较长的旋
转机械提出的，例如磁轴承转子。动平衡虽不能完
全解决质量不平衡问题，但却是目前最有效的方
法，因此研究磁轴承转子的动平衡是十分必要的。
磁轴承–柔性转子动平衡的主要方法有模态法
和影响系数法[5-6]。模态法是基于数学模型的分析方
法，数学模型不精确，分析方法就得不到准确的结
果。磁轴承–柔性转子的运动具有复杂的模态，同
时还有倍频的振动叠加以及陀螺效应的干扰，使得
难以得到精确的数学模型。第二类方法是影响系数
法，该方法并不依赖数学模型[36-37]，因此该方法得
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该方法将柔性转子视为黑匣

柔性转子的动力学优化主要有 2 个方面，其一

子，对不同的面、不同的位置添加实验性配重，根

是动平衡。引起转子振动的主要原因是转子的质量

据线性方程推导出各位置影响效果的权重，影响系

分布不均，通过动平衡尽量使转子质量分布均匀，

数法由此得名。但实验配重和实验面的数量问题，

可以抑制与转速同频的振动。其二是主动振动控

可能导致方程无解的情况。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矩阵

制。在完成动平衡的基础上，根据振动源的不同，

理论中的最小二乘法解决，利用正交投影的思想以

可分为不平衡振动控制和多频振动控制。通过算法

最接近原方程的可行解代替原方程的解[38]。

抑制残余的质量不均衡所产生的振动称为不平衡

Tseng 等[39]、Stephen[40]、Yuan Kang 等[41]、

振动控制。而通过算法抑制外界扰动如传感器、气

Tessarzik 等[42]以及黄晓蔚等[43]都基于影响系数法

流的扰动等振动问题被称为多频振动控制[34]，可以

做出了相应的研究[44–52]，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了改

实现对于转速倍频的振动的抑制。同时，本节对特

进方案。在经过对比研究后，将这些方案做出了以

殊的非稳定状态，即跨临界转速区间的振动问题进

下分类：

行了总结。图 3 介绍了动力学优化的主要方法以及

1）响应检测方案的改进。例如，屏东大学的

对应解决的动力学问题。

Tseng 等[39]在磁轴承–柔性转子动平衡中，使用卡尔

2.1

曼滤波器实时检测并消除噪声，进一步提高了检测

磁轴承–柔性转子的动平衡
导致磁轴承–柔性转子弯曲和振动的主要原因

精度。通常刚性支撑的动平衡设备的精度是有上限

是转子及其旋转部件质量不平衡，因此需要对转子

的，于是使用具有弹性支撑的动平衡设备提高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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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精度。针对这一问题，越南学者 Thanh 等[44]

波器等使得转子振动尽可能地保持最小振幅。但柔

通过结合状态观测器和影响系数法，提高了弹性支

性转子只能主动控制振动幅度。磁轴承–柔性转子

撑型动平衡机的性能。

主要针对 2 种振动：一种是残余的不平衡振动；另

2）改进激励源和激励类型。例如韩国学者 Kim
等

[45]

在识别多阶的磁轴承–柔性转子振型时，巧妙

一种是由外界干扰造成的与转速倍频的振动。

2.2.1

不平衡振动控制

地运用了传感器谐波，将其视为激励源，并应用在

由上文支撑特性部分的理论研究可知，通过主

影响系数法上。实现了在不添加设备的情况下，识

动磁轴承的可控性可以实现对振幅、临界转速的控

[46]

别多阶的磁轴承–柔性转子振型；Yu 等

以模拟电

制，使其以相对稳定的状态穿越临界转速，到达相

路作为激励，以此产生信号开展试验，提高了磁轴

对稳定的超临界状态。因此，为实现不平衡振动控

承–柔性转子动平衡影响系数法的效果和经济性。

制，需要了解磁悬浮轴承–柔性转子的控制原理和

3）检测算法的改进。文献[47]使用遗传算法改

控制方法。

善转子平衡效果，粒子群算法结合遗传交叉因子使

1）控制原理的研究。

得算法收敛性和搜索能力得到提高。南京航空航天

由对磁悬浮轴承的主动特性原理的研究可知，

大学章璟璇等在文献[48-49]中对算法提出改进，介

通过调节临界转速可以使其避开工作转速区间，部

绍了限制配重和遗传算法的最小二乘法，既限制了

分学者在此方向做出了进一步研究。南京航空航天

配重保证计算结果可用，又算出平衡配重量和振动

大学谢振宇等 [53] 通过调节刚度和阻尼系数调节临

残余值的集合最优值。哈尔滨工业大学孙兆伟 [50]

界转速的位置。但是临界转速的位置并不随支撑特

为了解决精度和配重问题，提出带有加权修正的影

性线性改变，在控制和实现上有缺陷。支撑刚性的

响系数法，经过反复迭代直至残余振动低于预期的

变化对一阶弯曲临界转速的影响也并不明显，降低

目标值，提高了磁轴承–柔性转子动平衡的精确性。

了磁轴承对转子振动的控制能力。南京航空航天大

为提高动平衡的计算

学谢振宇等 [54] 还指出由于支承阻尼过小且控制参

速度，以 C++开发了软件系统。利用 C++面向对象

数的调节范围有限，转子在亚临界或超临界转速运

的机制，使得矩阵运算更加简单，提高了算法效率。

行时，因振幅过大，易造成定转子碰撞。浙江大学

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研究趋势有以下几点：

蒋科坚[7]对有关支撑特性与临界转速的非线性关系

1）因为不同磁轴承转子系统的结构、尺寸和

进行深入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黄伟等

[51]

工况不同，转子动平衡的方法大多针对特定的系统
有特定的方案，暂无普遍性的方法出现。

2）转子可以分为刚性转子和柔性转子，但是对
于同一个转子来说，其工作区间可能跨越刚性和柔
性区间，柔性状态动平衡也应考虑刚性状态的影响。

3）噪声干扰对检测算法的精确性具有很大的
影响，如何提高检测精度值得关注。

①转子在刚度状态下更易受支撑特性控制，且
涡动等非弯曲现象随支撑特性增加而趋于高频，对
一阶弯曲临界转速几乎没影响；
②等效阻尼的变化不会明显改变柔性转子系
统各阶临界转速的位置，而且会增加噪声，但可以
很好地抑制转子振动的峰值。
由以上结论可知：

4）磁轴承柔性转子的质量不平衡分量虽然是

①对于磁轴承–柔性转子，振动控制算法应针

正交的，可以逐层平衡。但是由于转子结构等其他

对不同区间做不同优化，低阶的弯曲临界转速受控

[52]

实际问题使得转子的平衡面有限

，可能出现无法

满足高阶模态的问题。
2.2

磁轴承柔性转子的主动振动控制
在转子完成了动平衡校正工作后，由质量不均

衡产生的振动已经得到了最大化的物理平衡，对磁
轴承–柔性转子的不平衡振动控制研究就主要集中
在控制算法上。磁轴承–柔性转子的主动振动控制
不同于刚性转子，刚性转子的振动控制问题可以分

能力有限；
②想要明显提高一阶弯曲临界转速目前只能从
结构上改进，如使用电磁阻尼器。算法上的效果并
不显著，但可以抑制跨越临界转速时的转子振动。
2）控制方法的研究。
在控制方法上，研究者针对不同的磁轴承系统
对多种控制算法进行了改进。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Mushi 等[55]认为传统单输入

为不平衡控制和自适应平衡。前者控制转子位置稳

单输出的 PID 控制方法，
由于忽略了模型不确定性、

定，但是会使振动传导至旋转机械本身。后者用陷

执行器性能限制和 AMB 系统的耦合特性，导致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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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缺乏稳定性。他在研究中提出通过改进的 PID 算

因素。淮阴工学院 Zhang 等[70]提出了一种基于李雅

法，将各部件的传递函数及耦合考虑在内，探明了

普诺夫方法的自适应算法。该方法可以同步补偿主

磁轴承支撑刚度对转子稳定性的影响，使得稳定性

动磁轴承系统受到的周期性扰动，既能确定扰动的

得到进一步提升，转速稳定提升至 3200r/min。

谐波分量，又能保证转子几何中心在原点附近的渐

[56]

美国德州农机大学 Lei 等

也对柔性转子的振

近稳定性。仿真和实验结果均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

动控制做出了研究。他提出磁支承飞轮系统的控制

性。密西根州立大学 Setiawan 等[71]也对传感器补偿

器设计方法，集成 PID 的凹陷滤波器配合转子位置

给出了基于李雅普诺夫函数的解决方案。北京航空

反馈传感器和控制器。该方法提供了稳定的转子悬

航天大学韩邦成等 [72] 对磁路饱和等原因产生的三

浮性能和良好的抗干扰能力，由主动磁轴承支撑的

次谐波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三次谐波对转子稳定性

飞轮系统展现了对质量不平衡和惯性负载冲击的

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运动轨迹将由圆变成椭圆，

鲁棒性，但是未对相位补偿的最优化提出分析。

但并没有给出抑制振动的方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7]

日本名古屋大学 Tsuyoshi 等

将系统非线性、

张凯等 [73] 提出基于同步坐标变换的倍频谐波抑制

不平衡振动、系统参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统一作为

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静止坐标系的倍频分量分解

系统干扰，用基于观测器的方法消除系统干扰。埃

到同步坐标系上，用低通滤波器识别谐波分量，并

[58-60]

及学者 Mohamed 等

的一系列研究基于 Q 参数
[61]

对磁轴承转子稳定性做出分析。Cole 等

计算出所需平衡力的大小，通过坐标逆变换后补偿

通过在控

到对应坐标系上。本质上是将时域信号在频域内分

制闭环中增加一个自适应 Q 参数附加闭环，使转子

离，求得补偿力后反变换。DeSmidt 等[74]认为转子

位移振动最小化。韩国亚洲大学 Lee 等[62]设计的主

在非对中的情况下会使转子发生平行偏移，不能对

动平衡控制程序，由增益调度控制算法构成，增益

准轴承几何中心线，转子产生的不平衡力和负载转

矩阵即参考模型各转速的影响系数矩阵，在诸如电

矩将产生谐振动；于是，提出了一种混合比例微分

主轴更换刀具等特性变化时的转子稳定控制。

反馈型的多谐波自适应振动抑制方案。浙江大学王

国内的专家学者们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北

忠博等 [75] 提出了电流补偿策略以抑制多频振动。

京航空航天大学 Zheng 等[63]针对这一问题，推导了

Tamisier 等[76]和 Keogh 等[77]分别对转子与保护轴承

振幅和补偿相位的关系，求出了最优解。但这一优

碰撞、磨削主轴的磨削接触状态等非稳定状态做出

化方法具有局限性，仅适用于文中提出的磁悬浮电

总结和分析。

机模型。文献[7]通过主动电磁轴承对转子施加试探
性激振信号，计算出振动干扰的傅里叶系数，并通
过电磁轴承所产生的补偿电磁力抑制转子振动，无

综上，对于磁轴承–柔性转子的振动控制的主
要问题及趋势有：

1）各种算法的运算问题。信号处理的过程对

需准确的系统传递函数模型。

处理器的性能有一定要求。虽然有学者提出了双处

2.2.2

理器架构[78-79]，但是计算所需的时间较长；

多频振动控制

前文对磁轴承–柔性转子的不平衡振动做出分

2）目前的研究很多都局限于单自由度的分析，

析，不平衡振动为单频振动，然而除此之外还存在

需要更多地关注控制的多自由度强耦合特性，进行

系统或外界的多频扰动。这些扰动由于与转子运动

综合分析；

相关，因此其频率也与转速有关，它们在一定程度
上干扰了磁轴承的稳定运转。尤其是对稳定性要求

3）由于简化分析过程使得对非线性状态缺乏
分析，如混沌、分叉现象[80]；

更高的磁轴承–柔性转子，可见对多频干扰的分析

4）一些学者提出将单一频率振动控制方法应

十分必要。此外，多频振动和单频振动必须独立分

用在多频控制上，但运算量随频率增加，因此仍需

析，单频振动多采用陷波器的方式抑制，这显然无

改进。
2.2.3 临界转速的振动问题

法满足多频振动控制的动态性能。
多频振动主要来自传感器或自传感的检测误
[64–69]

差

、转子非对中状态的受力、流体扰动等。韩
[45]

现代旋转机械正朝着高速、重载、细长化方向
发展。因此采用磁悬浮支撑的旋转设备想要实现高

分析了传感器误差带来的信号跳

速旋转，大多需要跨越甚至多次跨越临界转速。前

动，他认为误差原因主要来自机械误差，主要是转

文讨论了稳定工况即支撑区间内的转子稳定控制，

子表面的起伏以及传感器的电气误差，例如温漂等

现讨论转子跨越临界转速时的振动控制。针对这一

国学者 Ki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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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普遍有 2 个方向的优化方法：一是在设计旋转

但这种方法不具有通用性，因为设计过程需要测定

机械时，根据工作转速需求，设置合理的临界转速，

模态，而且相位阻尼也需要根据等效控制系统的阻

使 其 远 离 工 作 区 间 ( 柔 性 轴 一 般 选 取 1.3nan

尼特性曲线确定相位补偿量。

0.7na1，n 为工作转速，na 和 na1 分别表示第 a 和

综上所述，对于转子跨越临界转速时的振动问

a1 阶临界转速)。另一个方向是充分发挥主动磁轴

题，通常选择设计合理的支撑区间使得转子工作在

承的支撑特性可调的优势，通过有效的算法实现临

原理临界转速的位置。其次，通过增加等效阻尼以

界转速的跨越。

及多种控制算法，使转子可以跨越临界转速到达相
对稳定的超临界状态。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临界转速的设计。
[81]

，通

1）旋转机械的性能需求使得转子的设计形状

过求解非齐次线性常系数微分方程计算出临界转

和提高临界转速的转子形状要求相悖。旋转机械的

速。还可以通过有限元分析，在计算机建模的基础

细长化发展不利于转子抗弯曲的能力。实际工作

上求解出相关模态和临界转速信息。在设计阶段实

中，由于部分旋转机械的可平衡面有限[52]，无法实

现对临界转速的预设需要探究出临界转速的影响

现各阶的平衡。因此，对有限平衡面的高精度动平

临界转速通常可以由系统运动方程计算

[82-83]

。对于五自由度的磁轴承–柔性转子系统：

转子的临界转速与转子的轴向长度成负相关的关

衡以及控制算法有更高的要求；
2）许多方法建立在理论基础上，但是实际应

系，与转子直径成正相关的关系。对于径向悬浮、

用需要考虑到各环节饱和问题；

轴向固定的四自由度磁轴承–柔性转子：在转子尺

3 结论

因素

寸和临界转速的关系上与五自由度磁轴承一致，但
其轴向受力会影响临界转速。转子受到轴向拉力
时，转子的临界转速上升。反之，当转子受到轴向

结合当前磁轴承的总体状况来看，主动磁悬浮
轴承–柔性转子的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有：

1）磁轴承–柔性转子的关键技术研究已经接近

压力时，转子的临界转速下降。

[88]

成熟

2）跨越临界转速的振动抑制。

，当前的问题是应用化的问题。价格问题限

较早地开始了磁轴承

制了磁轴承从实验室走向产线。柔性转子因复杂的

跨越临界转速的相关研究。利用磁轴承支撑特性可

运动特性，造价更加高昂，因此如何降低制造成本

变的优势，提出了根据主轴转速进行变极点配置的

和使用成本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目前这方

控制方案，提高主轴工作频率处的动刚度。该算法

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例如无传感器设计 [64-65]

简单，实现方便，可保证转子系统以较高的刚度顺

可以降低硬件成本、混合型的设计[71,89–91]可以降低

利通过临界转速。清华大学谷会东、赵雷等[85]采用

工作能耗。

西安交通大学杨静等

[84]

模态截断的方法获得电磁轴承系统的数学模型, 并

2）磁轴承–柔性转子的稳定控制虽然取得一定

采用线性二次高斯型 (linear quadratic Gaussian ，

成绩，但是在不同应用场景的控制与性能分析，如

LQG)控制器相串联的相位补偿器，实现了稳定的临

移动载体[92-93]上的稳定性、故障状态下的稳定控制

界转速跨越，并抑制了振动。但控制算法相当复杂，

问题[77–79]仍旧需要深入研究。

实际运用也需要因设备而调试。这类相位超前补偿

3）对于磁轴承–柔性转子系统甚至磁轴承系统

器的方法实际上是提高了阻尼作用使得振动得到

仍缺乏系统、严格的稳定性评价体系。不同学者、

抑制。文献[86]在相位超前补偿的基础上增加了陷

单位对所研究的磁轴承– 柔性转子的稳定性均有不

波器结合的方法，对弯曲模态的振动进行抑制，但

同的表述方式，甚至只给出稳态时转子位移轨迹图

文中使用阶跃响应仿真作为激励实验控制器效果，

以表达其稳定性。随着磁轴承工业化应用的推进，

并没有实际应用的实验效果。除此之外，还有学者

这显然无法满足不同工况和应用场景的精度需求。

利用最优化控制理论、H理论及滑模控制控制等控

4）磁轴承–柔性转子在转子动力学方面仍有待

制方法。但是均有不足之处，例如要求系统模型、

深入研究，非线性、模型时变等一系列实际因素，

[87]

利用

使柔性转子系统振动主动控制的性能有待进一步

不完全微分 PID 控制器，设计固定中心频率的陷波

研究和提高，如裂纹转子[94]、转子跌落研究、非线

器抑制转子二阶弯曲模态，实现了转子穿越一阶弯

性振动以及重载磁轴承等情况的分析和控制。另

曲临界转速，使其稳定运转速度达到 34000r/min。

外，应该对全速率的高稳定性运转展开深入研究。

算法的实时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汤恩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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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先进材料例如超导材料的工业应用可以
使得支撑特性性能更优，先进的控制技术以及制造

4609

Natural Sciences，2017，39(6)：85-89(in Chinese)．
[10] 何杰．无轴承永磁薄片电机有限元分析和转子振动补偿

工艺将使磁轴承–柔性转子具备更好的稳定性、更

[D]．镇江：江苏大学，2008．

高的工作速度以及更广泛的应用。

He Jie ．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rotor vibration
compensation of bearingless permanent magnet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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