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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well 为构建高效和可靠的电磁及机电产品保驾护航

基于 RMxprt 和 Maxwell 的永

磁直流电机设计与仿真分析

Maxwell 求解的变压器功率损耗分布，直
接传递到 ANSYS Mechanical 中计算热
场分布

无论是设计混合动力汽车，核磁共振成

像产品，还是风力涡轮发电机（系统，

子系统或者部件），产品品质主要取决

于所选用的场求解技术和设计工具。电

磁和机电设备设计工程师们正面临持续

增长的竞争压力：产品要小型化、更可靠、

更高效，成本要降低。实践证明：仿真

能大幅降低原型样机测试和生产成本；

ANSYS 公司的 Maxwell® 是工业界领先

的电磁场仿真软件，能满足机电产品工程

师的仿真设计需求，提升高品质产品设计

能力。

Maxwell® 包含二维和三维的瞬态磁场、

交流电磁场、静磁场、静电场、直流传

导场和瞬态电场求解器，能准确地计算

力、转矩、电容、电感、电阻和阻抗等参数，

并且能自动生成非线性等效电路和状态

空间模型，用于进一步的控制电路和系

统仿真，实现此部件在考虑了驱动电路、

负载和系统参数后的综合性能分析。

直观、快速、精确的解决方案

自动自适应网格剖分

用户仅需指定求解模型的几何尺寸、

材料属性和期望的输出结果，即可采

用 Maxwell 广为验证的自动自适应网格

剖分技术跳过繁琐的有限元（FEA）网

格设置和改善优化环节，让用户机构各

层次的高级数值分析均变得切实可行。

Maxwell 采用高鲁棒性体网格剖分技术

和多线程运行功能，减小内存使用量，

并加快仿真速度。

动态链接到 ANSYS Simplorer

Maxwell 关键技术之一是生成高保真度

降阶模型，用于 ANSYS Simplorer® 多

域系统仿真软件中。使用此功能强大的、

基于电磁学动态链接的设计流程，用户

可以联合复杂的电路和精确的电磁部件

模型，设计出高性能电动机械、机电系

统和电力电子系统。

瞬态运动

Maxwell 瞬态磁场求解器精确考虑了刚

体部件运动、复杂的耦合电路和感应涡

流计算等问题，使用了业界最先进的算

法和体网格剖分技术，这些功能可高效

精确地计算各种时域仿真，例如：电机

产品仿真。

首选 ANSYS 公司电磁场仿真工具，设计最佳性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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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 Maxwell 瞬态场求解器与 Simplorer 耦合和协

同仿真技术，用户可直接检测机电系统（包括：驱动

电路、控制环和模数混合信号拓扑结构等）中电磁部

件间细微的相互作用，以及电磁部件对整个系统的性

能影响。

永磁体温度依存性

施加外部磁场，或者对永磁体加热，都能改变硬磁材

料的磁性质，从而导致永磁体发生退磁。Maxwell 的

退磁分析功能可帮助用户研究分析永磁体电退磁和热

退磁效果，精确评估机电设备的性能。

大型工程设计求解速度更快

Maxwell 具有 64 位用户界面和求解器，能够仿真大规

模工程问题，而不需要降低求解精度或修改几何模型

细节。Maxwell 将多处理器技术集成到求解过程的每

个阶段中，且革新后的求解器可显著加快求解速度，

从而提升用户的生产力。

Maxwell 精确的场计算结合电路、系统和多物理域仿真产生杠杆效率 Maxwell 参数化扫描作

动器衔铁受力与位置

点关系，实现高鲁棒

性设计和性能分析

在风能应用领域，永磁发电机效率高，设计更灵活。Indar

电气公司运用 Maxwell 和 ANSYS Fluent® CFD 软件开发

出更高效的发电机产品，见上图，

“传统的‘试制 - 测试’设计方法费时费力，软件仿真却

让我们节省一半时间就完成了很有挑战的绩效目标。仿真

预测数据非常吻合实际样机测试值，Indar 公司现在很有

信心运用仿真技术优化公司的系列产品，以便在最苛刻的

条件下达到高性能指标”

Maxwell 涡流场求解器

采用高阶矢量元算法

精确计算电流值

Jon Vaquerizo
Indar 电气公司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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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团队运用 ANSYS Maxwell 精确设计各种工业设备，包括：电机、作动器、变压器、核

磁共振线圈、传感器和电源等。这些部件应用于多种新型装置中，例如：混合动力汽车传

动装置、航空容错电力系统、可替代能源发电系统、医疗设备等。

RMxprt 可自动一键生成轴向磁通电机的

Maxwell 仿真模型

Maxwell 能精确求解各种不同绕组策略

电机的电磁性能

Maxwell 和 ANSYS RMxprt 组合，
创建最佳电机设计流程

针对电动机和发电机设计，借助于基于

电机模板的设计工具 ANSYS RMxprt，

可大大改进 Maxwell 的设计流程并增强

其设计能力。此组合软件包构成定制化

电机设计流程，满足更高效、更低成本

电机的市场需求。RMxprt 运用经典的解

析电机理论和等效磁路法计算电机性能，

确定电机原始尺寸，并且在数秒钟内完

成数以百计的可能方案。RMxprt 能够一

键输出 Maxwell 二维和三维有限元分析

模型，自动设置几何尺寸、材料、激励

和边界条件等，进行精确的电磁场瞬态

分析。

性能指标

RMxprt 求解算法和技术能快速计算关键

的性能数据，如：机械特性曲线（速度

转矩曲线）、DQ 轴相关参数、功率损耗、

气隙磁通、功率因数和效率等。

强大的脚本功能

RMxprt 可 通 过 脚 本 语 言 与 第 三 方 应

用 程 序 进 行 集 成， 例 如 VB script、

IronPython、Tcl/TK、JavaScript、

Perl、Excel 和 MATLAB。这有利于用户

开发个性化的设计流程，也便于利用内

部已有应用程序和历史数据。

自动设计

RMxprt 便利的自动设计功能可从给定设

计参数中自动引导用户的设计过程，如：

确定槽型尺寸、线圈匝数和线径、启动

电容（单相感应电机）、和绕组排列等。

电磁场分析前处理

RMxprt 能自动创建一个完整的 Maxwell 

2D/3D 设计，包括：自动创建几何模型、

运动和机械参数设置，材料属性、铁耗、

绕组和激励源设置（包括驱动电路）等，

然后直接运用 Maxwell 电磁场有限元求

解技术，精确分析电机的瞬态电磁性能。

高保真系统仿真模型

RMxprt 能自动创建考虑电机物理尺寸、

绕组特性和非线性材料特性的高保真非

线性等效电路模型。用户可利用 RMxprt

自动生成的等效电路模型，在 ANSYS 

Simplorer 机电系统设计平台上，分析电

机的各种控制算法和电路拓朴结构、负

载效应、瞬态电气特性等，以及电机与

传动系统和其它多物理域元件的相互影

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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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xprt 可直接输出各种重要的设计参数和计算结果，用户可快捷地通过易用的后处理器获取各种数据和性能曲线。RMxprt 设计表单列出

了所有相关输入参数和计算结果，并图形化显示电流、电压、转矩、反电势波形以及详细的绕组排布。此外，RMxprt 也可以输出用户自

定义的设计表单，将各种计算结果直接输出到用户定义格式后的 EXCEL 模板中。

特定电机模板编辑器

RMxprt提供了基于多种特定电机设计模板的使用界面，

用户可以轻松地输入设计参数，也可以在设计前期评估

和权衡设计项目。

·转子

·定子

·槽型

·运转模式

·驱动电路

输出波形

·电流

·脉动转矩

·气隙磁通

电机类型

感应电机

·单相感应电动机

·三相感应电动机

·绕线式转子电动机 / 发电机

同步机

·自起动永磁同步电动机

·凸极同步电动机 / 发电机

·隐极同步电动机 / 发电机

碳刷换向电机

·直流电动机 / 发电机

·永磁直流电动机

·交直流通用电动机（串励电机） 

电子换向电机

·无刷直流电动机

·调速永磁同步电动机 / 发电机

·开关磁阻电动机

·爪极发电机

·轴向磁场电机

方便的建模 / 编辑

·导线库：ANSI/IEC 导线

·图形化绕组编辑器

·横截面编辑器



5

轴向永磁电机的轴向磁场分布

Maxwell 仿真变压器终端的静电场分布

Maxwell 与 ANSYS Fluent 耦合分析感应

电机的热性能

Maxwell 与业界领先的 ANSYS 仿真工具耦合，
集成高性能计算，快速实现鲁棒性设计

ANSYS Maxwell 和相关电磁设计工具是

公司从深度和广度上为客户提供的尖端

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其大量先进的电

磁分析功能和集成化的多物理域耦合分

析功能，为客户运用仿真结果反映真实

产品的性能提供保证。ANSYS 全方位的

解决方案，满足几乎所有工程仿真领域

的技术需求，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万

家机构都信赖 ANSYS 能够帮助客户实

现产品承诺。

多物理域耦合

Maxwell 已集成到 ANSYS 先进的仿真

平 台 Workbench 中。Workbench 独 特

的项目图形化界面把整个仿真过程紧密

结合在一起，引导用户通过简单的鼠标

拖 - 放操作来完成复杂的多物理域耦合

分析。在 Workbench 仿真平台上，包括

Maxwell 在内的 ANSYS 产品组合可共

享几何形状、几何参数、材料属性等，

用于解决电磁 - 热 - 形变等耦合分析问

题。例如，在结构力学耦合中，双向应

力链接时，ANSYS Mechanical 会更新

Maxwell 中形变后的网格；同样，为了

精确探究机电设备的冷却问题，用户可

以耦合 Maxwell 与 ANSYS 的 CFD 软件。

鲁棒性设计

ANSYS Optimetrics 将 参 数 化、 优 化

算法、灵敏度分析和统计分析嵌入到

Maxwell 仿真中，用户可以通过将模型

的几何尺寸、材料常数等参数设成变量，

通过在 Optimetrcis 中进行参数化扫描

分析，研究几何形状与材料变化对产品

性能的影响，从而优选最佳设计方案。

此后，在参数化分析的基础上，用户可

以利用软件自带的优化程序，进一步优

化设计方案。此外，Optimetrcis 还可以

帮助用户在大设计空间范围内了解设备

的特点，还可以控制最小制造公差灵敏

度，以达到最佳设计性能。当与 ANSYS 

DesignXplorer 耦 合 时，Optimetrcis 可

提供试验设计、表面反应技术、六西格

玛和多物理域系统级优化等功能。

高性能计算

Maxwell充分利用当今的高性能计算机，

结合 MP（多处理器）和 DSO（分布计

算选项），快速求解大规模设计问题。

MP 并行计算功能用于同一台计算机，

内存共享的多核或者多处理器并行计算。

DSO 将参数化分析方案分布到多台计算

机上同时计算，从而缩短总体仿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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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ACIS 的 三

维实体建模和采

用 UDP/UDM 建

立的模型

Optimtrics 包括：

参数化、优化、灵

敏度和统计分析

Simplorer 用于高

性能系统设计、

建模、分析和优化

从电磁场仿真结

果中自动输出等

效电路和状态空

间模型，用于电

路和系统仿真

瞬 态 运 动

和 准 静 态

求解器

自动自适应网格

剖分技术

基 于 RMxprt 创

建的电机模型

建模 网格剖分 优化 系统仿真 求解器 自动生成电路

仿真模型

MCAD 接口              集成化设计            多物理域分析            高性能计算                 优化设计                数据管理            

其它 ANSYS 工程仿真能力

前处理                                         仿真                                         后处理                                         归档  

Ansoftlinks for 

MCAD 有助于将

其它机械 CAD

软件输出的模型

传递到 Maxwell

等 ANSYS 产品

中，其支持的

通用文件格式

包括：IGES、

STEP、ACIS、

Parasolid、ANSYS 

Mechanical、

NASTRAN、

Pro/ENGINEER、

AutoCAD、

CATIA、Simens 

NX 等。  

ANSYS 

Workbench 是目

前仿真领域覆盖

面最广，研究层

次最深、业界最

先进的工程仿真

平台。通过集成

化的仿真分析，

用户可以不断拓

展研究的宽度和

深度，全面评估

产品的性能，提

高生产力，真正

做到仿真驱动产

品开发。

在产品正式生产

以前，研发团队

需要全面评估产

品在真实环境中

的相关性能。

ANSYS 集成化研

发平台可以评估

产品的多物理域

性能，例如结构、

流体、电磁等交

互影响，以及部

件对整个系统的

性能影响等。统

一的仿真平台可

以增加实际的可

操作性，便捷地

实现多物理域耦

合分析。

高性能计算使软

件能够对尺寸较

大、高保真的模

型进行高精度仿

真分析。依据客

户实际需求，

ANSYS 软件能够

提供多种高性能

计算配置方案，

结合硬件供应商，

能够在精度和速

度上满足客户的

各种仿真需求。

好的设计在于正

确评估哪些设计

参数能够对设

计的性能造成

影响。ANSYS 

DesignXplorer 能

够提供虚拟化的

实验平台，在一

定约束条件下，

正确评估相关设

计参数对产品性

能的影响。

ANSYS EKM 软

件能够实时管理

仿真数据和设计

流程，它的主要

作用包括数据的

备份与存档，数

据的追溯性，流

程管理，知识库

管理和知识产权

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