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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及异常涡流损耗机制的叠层铁心三维涡流场分析
王坚
(南京工程学院自动化学院，江苏省 南京市 211167)

Three-dimensional Eddy Current Field Analysis of the Laminated Iron Core
Considering the Abnormal Eddy Current Loss Mechanism
WANG Jian
(School of Automation,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Jiangsu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motor and the

摘要：电机和变压器运行过程中，叠层铁心中会产生涡流，

transformer, the eddy currents are generated in the laminated

为了实现设备性能精确预测，对涡流所产生的去磁效应和损

iron core.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耗尤其是异常涡流损耗必须进行有效计算。但是，现有的基

equipment, the demagnetization effects and related losses

于磁畴及畴壁运动模型或磁滞模型的涡流场计算方法存在

generated by the eddy currents, especially the abnormal eddy

过于复杂、难以融入数值计算等局限性。该文在异常涡流损

current loss, must be effectively calculated. However, the

耗因子概念基础上，并结合前期研究工作成果，提出叠层铁

existing eddy current field calculation methods, based on either

心各向异性等效电导率修正模型，并通过叠层铁心涡流场理

the magnetic domain and domain wall motion models or the

论分析及总涡流损耗关系式推导和比较，证明所提出等效电

hysteresis models, are too complex and difficult to be

导率修正模型的合理性。通过制作典型的取向硅钢片卷铁心

integrated into numerical calculation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模型，并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实验测量及三维有限元涡流场

abnormal eddy current loss factor and combined with the

计算，揭示实际铁心涡流去磁效应远超过仅考虑存在经典涡

previous research work, this paper proposed an anisotropic

流的传统涡流场计算方法预测结果，通过比较各种励磁条件

equivalent conductivity correction model for laminated cores.

下的磁密和铁耗测量值与计算值，进一步验证该文提出的等

By theoretically analyzing the eddy current field and deducing

效电导率修正模型及相关涡流场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

and comparing the total eddy current loss equations, the

效性。

rationality of the proposed equivalent conductivity correction

关键词：异常涡流损耗；等效电导率；叠层铁心；三维涡流

model was proved in theory. By fabricating a typical iron core

场；铁耗

model wound with the oriented silicon steel sheets, and
conducting

the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and

three-

0 引言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eddy current field calculation, it was

叠层铁心是电机和变压器中用以构建磁路的基

revealed that the actual core eddy demagnetization effect is far

本部件。在运行状态下，叠层铁心中的电磁场本质

more than the traditional eddy current field calculation method
considering only the classical eddy currents. As a result,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quivalent conductivity
correction model and the related eddy current field analysis

上属于涡流电磁场，简称涡流场。在交变磁场作用
下，叠层铁心中存在自行闭合的涡旋状感应电流，
即涡流。涡流将引起 2 种效应：一方面是诱发形成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ere further verified by

新的磁场并将阻碍原磁场的变化；另一方面，将导

comparing the measured magnetic density and iron loss values

致产生焦耳损耗，即涡流损耗。对于当前电气设备

and the calculated ones under various excitation conditions.

制造所采用各种叠片或卷铁心材料，无论是取向或

KEY WORDS: abnormal eddy current loss; equivalent

非取向硅钢片还是非晶合金薄片，在交变磁场激励

conductivity; laminated iron core; three-dimensional eddy

下，其所产生的实际涡流损耗总是远大于经典涡流

current field; iron loss

损耗，多出这部分损耗即为异常涡流损耗[1-2]。前述
3 种铁磁性材料中，非晶合金的异常涡流损耗占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247005)。
Project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51247005).

耗比例最高，可达到 90%左右；取向硅钢次之，占
约 50%左右；在无取向硅钢片中，尤其是各种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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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例也越来越很大，总体占比约 10~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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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计算经典涡流损耗的叠层铁心等效电导率张量
公式。本文将对该公式进一步修订，以有效计入包

因此，在电机和变压器设计过程中，铁心中的涡流

含异常涡流损耗的总涡流损耗，并有效体现总体涡

分布及异常涡流损耗等问题需加以考量并进行精确

流的去磁效应。
鉴于电机和变压器中的铁心由于总是设计对

预测。而叠层铁心磁化过程中所引发的损耗及其计
[5-9]

算，已成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

目前，异常涡流损耗的计算方法主要有 2 种。

称和闭合的，本文仍以如图 1 所示具有代表性的无
限长矩形截面叠片铁心模型为分析对象。图 1 中，

和 C. P. Bean 的研究，他们提出通过建立电工钢片

a 和 b 分别为叠片铁心横截面宽度和厚度，d 为单
片硅钢片厚度，H 为施加在铁心表面的磁场强度。

磁畴及畴壁运动模型，计算出磁畴内部和相邻磁畴

根据边界条件，有：

第 1 种方法始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工程师 R. H. Pry

0

之间涡流分布及其损耗，这类异常涡流损耗计算方

H 0  Js

[11-14]

。第 2 种方法由美国

法已为电工学界广泛认可

马里兰大学 I. Mayergoyz 教授提出，认为异常涡流

(2)

式中 Js 为面电流密度。
H 0

损耗是完全或至少部分由于电磁场在非线性铁磁
材料中的非线性扩散过程所引起的，并建立了以磁
滞模型为基础的硅钢片涡流电磁场边值问题，从而

H 0

d

得出包括经典涡流损耗和异常涡流损耗的总损耗
关系式[15-16]。尽管上述 2 种涡流损耗算法能够精确

b
Y

计算异常涡流损耗，但是它们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O

一是上述 2 种算法均以单片硅钢片为分析对象，忽
a

略了铁心整体性和叠层结构引入的各向异性；二是
图1

计算模型复杂，且难以与以有限元法为代表的数值

Fig. 1

计算代码相融合，从而阻碍了其工程实际应用；三
是只涉及了异常涡流损耗的计算，而未能有效计及
涡流尤其是磁畴内部涡流对原磁通的去磁效应，因
此无法全面预测和评估电工设备铁心内部涡流效
应和所需励磁电流大小。

作基础，将张量形式的叠层铁心等效电导率模型进
一步修正并表述为
 x
y
[ ]  


建立叠层铁心各向异性等效电导率张量修正模型，

流去磁效应。

 F
 

 
 z  


ka d 2
( ) 
F a





F 

(3)

式中：为铁心材料电导率；F 为叠层铁心的叠片
因数。等效电导率修正模型即式(3)的合理性和有效
性将在随后给出证明。

1 叠层铁心总涡流损耗
1.1

无限长叠片铁心

Infinitely long laminated iron core

叠片方向电导率分量的正确表述。本文基于前期工

本思想，拟通过引入软磁材料异常涡流损耗因子，

得到各损耗分量，并准确评估各种励磁条件下的涡

X

确定叠层铁心等效电导率的关键在于垂直于

本文基于叠层铁心三维涡流场均质化分析基

并将其应用于三维涡流场数值计算，从而直接计算

Z

1.2

总涡流损耗
叠层铁心的等效磁导率亦可表示为张量形式，

等效电导率修正模型
由于叠层铁心中的总涡流损耗 Pe 由异常涡流

则有：

x
[  ]  


损耗 Pa 和经典涡流损耗 Pc 共 2 个部分组成，现定
义异常涡流损耗因子 ka，并有：
ka 

Pe Pa +Pc

Pc
Pc

(1)

式中 ka 可通过对各种铁心材料在不同激励条件下
的铁耗试验及损耗分离技术获得。
在前期研究工作中

[17-19]

，我们提出了可用于精

y




 z 

(4)

式中：

 x  (1  F ) 0  F  fx  F  fx
y 

 fy
F  (1  F )  fy /0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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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1  F ) 0  F  fz  F  fz

(7)

而 μfx、μfy 和 μfz 分别为硅钢片沿着 x、y 和 z 方向的
磁导率，μ0 为真空磁导率。

低频情况下(<100 Hz)满足，当磁场频率升高时，将
出现 Pe<kaPc。
因此，上述结论只能说明本文所提出电导率修

根据安培定律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以及

正公式能够在低频条件下有效计算包括异常涡流

式(3)和式(4)，可推导出图 1 所示的二维叠片铁心涡

损耗在内的总涡流损耗，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利用

流场控制方程为

1  2 H z 1  2 H z

 j z H z
 y x 2  x y 2

流损耗、涡流去磁效应及其在针对实际问题三维数

(8)

单位体积总涡流损耗可通过下式计算：
Pe 

1  
( E  H )  ds
s2
abl

(9)

铁心模型及实验平台
本文实验及随后数值分析的研究对象是一个

采用取向硅钢片制作、尺寸为 204mm×130mm×

50mm(外框长度×外框宽度×硅钢片宽度)的矩形卷
铁心模型，叠片厚度为 30mm ，单片硅钢片厚度

体积叠层铁心总涡流损耗表达式为

(10)

0.27mm(型号：B27P095；叠片系数：0.97；电导率：
2.13MS/m)，铁心质量 6.25kg。硅钢片顺轧制方向
卷制而成，即夹角 0o。铁心励磁线圈和测量线圈匝

式中为角频率，而

  a/

2 实验分析
2.1

根据文献[17]和[19]的推导过程，可以得出单位

1
1 sinh   sin 
Pe   z J s2
 cosh   cos 
2

值模拟中的有效性。对此，本文将通过实验和具体
数值算例进行进一步探究。

利用坡印亭矢量，并假设铁心模型长度为 l，

Re 

式 (3) 计算各种频率尤其是较高频率条件下的总涡

2

 z y

d/

2F
 z ka

数分别为 30 匝和 90 匝，
均为沿铁心周向均匀绕制。

(11)

磁线圈由一台容量 2kVA 的可编程电源提供频率范

同时，叠层铁心经典涡流损耗为

1
1 sinh    sin  
Pc   z J s2
  cosh    cos  
2

叠层铁心及实验平台如图 2 所示。铁心模型励
围 15~1000Hz 的交流电，同时励磁线圈分别串联和

(12)

并联功率分析仪的一路电流和电压测量模块。测量
线圈则并联于功率分析仪的另一路电压测量端。

式中

功率分析仪

    / ka

(13)

式(10)和式(12)尽管形式上非常相似，两式实际
上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但是，进一步考察发现，
当满足条件：

 1

(14)

将式(10)等式右边含 ξ 项按照幂级数展开，忽
略高阶无穷小项，并代入式(13)，有：

可编程电源

3
1 sinh   sin 
1 (  ka ) / 3


 cosh   cos    ka
2

ka  3 / 3 ka sinh    sin  

 2
  cosh    cos  

图2
Fig. 2

2.2

(15)

叠层铁心及实验平台

Laminated core and experimental platform

铁耗测量
通过对铁心模型在不同励磁电流和频率条件

下的有功功率和感应电动势测量，可以分别获得相

此时，式(10)和式(12)之间满足以下关系：

Pe  ka Pc

铁心模型

应的铁耗和磁通/磁密数据。本文中铁耗测量的主要

(16)

目的是确定异常涡流损耗，以便与随后的数值计算

式(16)与式(1)相统一，由此部分验证了等效电

结果进行比较，从而验证所提出的等效电导率修正

导率修正模型即式(3)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需要指出

模型的有效性。

是，条件 ξ′对于非晶合金带材在任意工况下都能满

为了通过实验的方法确定异常涡流损耗，以确

足；但对于取向和非取向硅钢片材料，该条件仅在

定异常涡流损耗因子，首先需要分离出铁耗中的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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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滞损耗。图 3 给出了在不同磁密条件下、单位赫兹

Irms0.1A
Irms0.2A

下铁耗(PFe/f)与频率之间的关系。
0.6

Irms0.3A

Bm0.2T

(PFe/f )/(W/Hz)

Irms1.0A

Bm/T

Bm0.6T
Bm0.8T

0.4

Irms0.5A

1.2

Bm0.4T

Bm1.0T

0.6

Bm1.2T
Bm1.4T

0.2
0.0

0

2000

400

600

800

1000

f/Hz
0.0

0

2000

图3
Fig. 3

400
f/Hz

600

Fig. 4

15~1000Hz 变化时，在励磁电流 1A 情况下，磁密

Iron loss characteristics under various

根据 Bertotti 得出的统计学铁耗计算模型[1]，铁
耗 PFe 由经典涡流损耗 Pc、异常涡流损耗 Pa 和磁滞
损耗 Ph 共 3 个部分组成，即：

PFe  Pc  Pa  Ph
式中 Pcf 2，Paf

1.5

各种励磁条件下的磁通密度特性
Magnetic flux density characteristics

under various excitation conditions

各种励磁条件下的铁耗特性
excitation conditions

(17)

由 1.60T 降至 0.49T；而当电流 0.5A 时，
磁密由 1.42T
大幅降至 0.18T。

3 基于等效电导率的涡流场数值计算
3.1

三维有限元计算
本文利用 A，-A 表述，对图 2 所示铁心涡流

。因此，单位赫兹下磁滞损耗

问题实施了三维非线性有限元分析，场域基本控制

满足：
Ph /f  (PFe /f ) f 0  kh B 2

(18)

式中：kh 为磁滞损耗系数；B 为磁密。利用外推法，
可以确定图 3 所示各磁密情况下所对应的磁滞损耗
系数。
2.3

图4

800

方程为

A

1
([  ]  A) ( e A) [ ]( t  )  0

{[ ]( A  )} 0
t


(20)

式中 A 和 ϕ 分别为磁矢势和标量电位，

磁通密度测量

 e  (1/ 3)tr[  ]1

通过记录测量线圈两端感应电动势变化情况，
可以得到磁通数据。感应电动势 Erms 和磁通m 换
算关系式为

(21)

[]和[]分别由式(3)和式(4)表示(其中 y 方向指
垂直叠片方向，x、z 方向为平行叠片方向)，其中

m 

Erms
4.44 Nf

(19)

式中 N 为测量线圈匝数。

磁化特性采用了 B27P095 材料直流磁化曲线进行
表述。计及异常涡流损耗情况下的等效涡流密度利
用下式计算：

图 4 给出了铁心模型在各种给定励磁电流、随

J e  [ ](

着励磁频率变化 (15~1000Hz) 情况下的磁密幅值变

个明显的特征：

1）随着频率增加，涡流去磁效应急剧上升，

(22)

据此，经过三维有限元可直接得到计及异常涡

化曲线。
图 4 揭示出叠层铁心涡流去磁效应具备以下 2

A
  )
t

流生成机制情况下的叠层铁心电磁场分布及总涡
流损耗。
3.2

异常涡流损耗因子

远远超过假设叠层铁心中仅考虑存在经典涡流时

根据各种条件下的铁耗测量数据及前述损耗

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随后的数值算例中

分离方案，可以得出对应于 B27P095 材料在频率

给出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

50~1000Hz 以及励磁电流 0.1~1A 条件下所对应的

2）由于铁磁材料的非线性特性，不同励磁电

异常涡流损耗因子，如表 1 所示。对比文献[20]得

流条件下的涡流效应有着明显区别。例如，频率

出的取向硅钢片在频率低于 100Hz 条件下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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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 .1

100

各种励磁条件下的异常涡流损耗因子
Abnormal eddy current loss factors under

80

various excitation conditions

Irms0.5 A(计算值)

f/Hz

0.1

0.2

0.3

0.5

1.0

50

3.0

3.0

3.0

3.0

3.0

100

3.0

3.0

3.0

3.0

3.0

200

3.0

3.0

2.6

2.5

2.5

400

3.0

2.6

2.5

2.4

2.4

800

3.0

2.6

2.5

2.5

2.4

1000

4.0

2.5

2.5

2.5

2.4

PFe/W

Irms/A

Irms0.5 A(测量值)

60

Irms1.0 A(计算值)
Irms1.0 A(测量值)

40
20
0

0

400

600

800

1000

f/Hz

涡流损耗因子数值分布，与本文数据十分接近，但
文献[20]及其他类似文献均未给出在较高频率条件

200

图6
Fig. 6

铁耗计算值与测量值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calculated iron losses and
the measured ones

下异常涡流损耗因子的变化情况。
由表 1 可见，低频条件下(≤100Hz)，无论励磁

于传统的涡流场计算方法(即令 ka1)仅能在频率很

电流或磁密如何变化，异常涡流损耗因子基本保持

低的情况下(≤50Hz)获得有效的计算结果，随着频率

不变；频率升高后(>100Hz)，异常涡流损耗因子与

的增加，误差显著增加，电流 0.5A 在 1000Hz 情况

励磁电流或磁密的变化方向相反，但变化范围很小。

下所得到的磁密与实际值之间相对偏差超过 101%。

3.3

图 6 所示的铁耗数据比较结果表明，随着频率

计算结果分析
利用所提出的等效电导率修正模型及表 1 所示

的变化，计算值与测量值之间尽管存在一定偏差，

异常涡流损耗因子数值，本文计算了铁心模型的磁

但始终相当接近。但总体而言，计算值高于测量值，

通和铁耗特性，结果分别见图 5 和图 6。其中，为

在 100Hz 以上时尤为明显，最大相对偏差达到

了更好地展示不同方法的比较结果，且不失代表

15.32%。产生偏差的可能原因有 2 个：一是根据

性，图 5 和图 6 只给出了励磁电流 0.5A 和 1A 情况

Bertotti 铁耗计算模型，应有 Paf

1.5

，而非本文有

2

限元计算中默认采用的是 Paf ；二是根据本文 1.2

下的数据。
图 5 中，通过比较铁心磁密特性的测量和计算

节的分析，当磁场频率升高时，将出现 Pe<kaPc(此

数据，结果清楚表明基于等效电导率修正模型(改进

时 Pe 即为利用式(3)通过有限元计算得到的总涡流

方法) 能够准确计算各种频率和激励条件下的铁心

损耗)。上述 2 个因素的作用效果刚好相反，前者将

磁通分布，大部分情况下相对偏差小于 5%，最大相

导致损耗结果偏大，后者偏小，但前者因素所占比

对偏差为 7.23%。图 5 所示对比数据同时表明，基

重更大，从而导致最终的铁耗计算值大于实际值。

1.8

Irms0.5A(改进)
Irms0.5A(传统)
Irms0.5A(改进)
Irms1.0A(传统)
Irms1.0A(改进)
Irms1.0A(传统)

Bm/T

1.2

4 结论
在引入异常涡流损耗因子概念基础上，本文提
出叠层铁心各向异性等效电导率张量修正模型，并
通过叠层铁心涡流场理论分析及总涡流损耗关系
式推导和比较，验证所提出等效电导率修正模型的

0.6

合理性。基于等效电导率张量修正模型，建立改进
的叠层铁心三维涡流场计算方法，该涡流场计算方
法中融合异常涡流损耗计算，并在计算实施过程规

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f/Hz

图5

由改进的涡流场计算方法、传统方法
以及实验测量获得的磁密特性

Fig. 5

Magnetic flux density characteristics obtained by

the improved eddy current field calculation method, the
traditional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s

避复杂的磁畴及畴壁运动模型和磁滞模型。
通过对实际铁心模型进行实验研究和三维有
限元涡流场计算，揭示涡流去磁效应远高于仅考虑
存在经典涡流的传统涡流场计算方法预测结果，同
时进一步验证等效电导率修正模型及相关涡流场
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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