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用风机电机设计 
[李凤才] 

[常州富兴机电有限公司，213022] 

[ 摘  要 ]   本文详细说明了一款汽车用风机电机的正向设计全过程。论文首先阐述了电机电磁材料的一些

价格知识，方便后续对不同的电磁设计方案进行估价比较，比价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既性能优秀

又成本低廉的最佳方案；之后给出了个人理解的电机设计分类及其侧重点。针对客户要求的具

体案例，设计前先详细分析了客户要求，根据传统经验定出一些参数的大致范围，然后利用参

数化寻优的方式在 RMxprt 和 Maxwell 2D 中均建立了电机仿真模型。针对同一模型在 RMxprt

和 Maxwell 2D 中仿真结果的差异，详细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可能原因以及常见的解决方案。之

后详细仿真论述了其中两种简单方便的解决方案，并对两种解决方案的仿真结果做了对比，最

后说明了选择方案的依据，确定了阶段性方案。后续即可以继续寻优，尽量寻找性价比最高的

方案，也可以以此方案为基础出样机图纸，最终通过比较仿真结果与样机实测数据，适当修正

仿真模型中的一些经验参数，以增加仿真精度，之后通过仿真微调的电机模型反过来解决更多

的实际问题。 

[ 关键词 ]   汽车风机，电机正向设计，参数化寻优，方案选择 

Car Fan Motor Design 
[Li Fengcai] 

[ Abstract ]  This paper gives the whole process of how to design a car fan motor from zero. The paper 

first describes some price knowledge of electromagnetic materials used in motors. This 

facilitates the price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t electromagnetic designs in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The purpose of the comparison is trying to find the solution with excellent 

performances and low costs. Then the paper gives three classifications of motor design 

based on personal 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ase, I analyze the customer 

requirements before design, and set the approximate range of some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experiences. The design has established simulation models of the car fan 

motor in RMxprt and Maxwell 2D by using the parametric optimization technique. The paper 

show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auses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Mxprt results 

and Maxwell 2D results, and points the possible solutions. I compare the results of the two 

simple and convenient solutions. Finally, the paper explains the principles of how to choose 

the designs and gets the periodical solutions. The further work is trying to find the 

better designs or give the draft drawings based on the solution before. You should 

appropriately modify some parameters of the simulation model comparing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prototype to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the simulation .You can use the 

model to simulate more questions in practice. 

 [ Keyword ]  Car fan motor, Motor design from zero, Parametric optimization, Design choice principles 

1 前言 

1.1 电磁材料估价 

永磁电机的电磁材料主要有硅钢片、铜线和磁钢三种。 

常见的磁钢有：烧结钕铁硼、粘结钕铁硼、铁氧体以及钐钴等。本文的论述中，磁钢

专指烧结钕铁硼和粘结钕铁硼，以后不再赘述。 

现阶段，同等重量的物料，粘结钕铁硼的价格大概是硅钢片的 8 倍，烧结钕铁硼的价

格大概是硅钢片的 16 倍，钐钴的价格大概是硅钢片的 20 倍，铁氧体的价格大概与硅钢片

相当，铜线的价格大概是硅钢片的 2 倍。 

说明：以上估价未涉及材料具体牌号，一般来说磁钢牌号越大，价格越高，上述数据

仅用于初步粗略估价。 

按照以上经验价格，将硅钢片的价格设为单位价格，以此来粗略估算电机电磁部分的

材料成本，进而比较各个电机方案在电磁材料成本上的优劣。 

当然实际报价要具体询价，根据结构差异，还要包含模具费等，所以提交客户的报价

和预估的报价会有所不同。但是从长远/批量来看，影响电机整体价格的一定是电机的材料

成本。成本和用量之间一般遵从反比例关系，成本不下来，一般来说都是因为产量没上去。 

对电机的输出功率来说，同等重量的材料，磁钢作用最大，铜线次之，硅钢片再次之。 

1.2 电机设计分类 

按照本人理解，电机设计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成本、体积（重量）和性能上，不过侧

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侧重关注成本的设计，第一关注电机成本低廉，按照前述的材料价格，也就是要尽量

多用硅钢片，少用铜线，尤其要控制磁钢用量。当然，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这样设计的

电机往往体积大、重量重，功率密度不高。这是最常见的无刷电机设计，本文主要论述此

种设计。 

侧重关注体积/重量的设计，最关注电机体积小、重量轻。这种电机往往应用在有空间

/重量限制的场合。按照前述各种材料对电机的作用，也就是要尽量多用磁钢，其次多用铜

线，尽量少用硅钢片。当然，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这样设计的电机价格往往比较高，功

率密度大。另外，这种设计要特别注意电机的发热温升。 

侧重关注性能的设计，最看重电机的某几项性能，这种设计往往是最难的一种，尤其

是对电机效率有比较高的要求时。设计中需要调配电机中各种材料的比重，改变电机各部

分的结构尺寸，进而寻找整机的性能极限。由于电机本身就是一个耦合程度很高的系统，

这种设计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反复比较多，而且设计时也要注意电机的发热温升。 

 



                                                  

一般来说，无刷电机的设计往往是以上关注点不同比例的混合。客户当然是希望电机

性能好，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但这些参数是相互矛盾的，这时就要弄清楚客户最关

注什么，最好能把关注点排个序，方便设计时取舍。 

电机的设计一般都是范围设计，不是唯一解，也就是说参数一定幅度内变化时，电机

设计都能符合要求。但是要求越严苛，条件越明确，电机的可选择范围越小，电机生产的

良率越低，成本越高；反之则相反。 

2 案例电机分析 

2.1 电机要求 

运行条件：工作电压 12V，工作环境温度 80 度 

温升限制：电机连续运行，温升不高于 30 度 

体积限制：电机外径 80mm 以内，整机长度 110mm 以内 

额定工作点：额定转速 3200rpm，额定功率 150—160W 

电机成本尽量低廉，齿槽转矩峰值不高于额定转矩的 5%，效率尽可能高，以上矛盾时，

优先考虑电机成本。 

2.2 电机要求分析 

根据上述要求，结合电机功率公式

2
60

nP T T π
= Ω =

，可以计算得到 3200rpm 对应的

转矩约为 0.45Nm—0.48Nm。 

根据电机长度，预估电机定子铁心长度在 45—55mm 之间，根据电机外径结合实际，

预估电机的定子铁芯外径 72mm。 

根据多年实践，有如下经验公式可参照： 

对烧结钕铁硼来说，定子体积（立方毫米）*（0.0016--0.002）=电机的输出功率； 

对粘结钕铁硼来说，定子体积（立方毫米）*（0.0008--0.001）=电机的输出功率。 

一旦超出上述范围的上限，电机连续运行时发热温升会比较大。根据已有的经验，对

烧结钕铁硼来说，这个数据靠近上限，电机连续运行温升一般不低于 40 度。对粘结钕铁硼

来说，这个数据靠近上限，电机连续运行温升一般不低于 50 度。 

根据客户要求，设计时此数据要尽量靠近下限，最好低于下限，以保证温升。 

根据上述条件，综合价格因素，初步选择粘结钕铁硼，铁芯叠高 46mm 以上，最好在

49mm 以上。 

除非客户有明确要求，本人习惯按以下条件选择槽极数。 

槽极数最小公倍数尽量大，定子冲片机械强度好，定子槽满率适当，方便绕线，定转

子生产方便，无单边磁拉力或者单边磁拉力小，最后再结合客户性能需求。 

根据以上结合客户要求，选择 12 槽 14 极内转子结构，采用 Y 型绕组接线方式。 

 



                                                  

2.3 电机设计 

2.3.1 RMxprt 设计 

如果不确定，可以先选择一个槽型，自动计算一个方案，再据此方案调整一些参数。

本例中选择槽型 3。 

把你希望寻优的尺寸等量参数化处理，用 RMxprt 寻优功能组合寻优，添加你关注的计

算量。 

如果你的电脑足够好，理论上可以参数化所有的电机尺寸，进行组合分析。但是实际

上这是不可能的。 

我的做法是先粗后细，范围收缩，逐步确认。鉴于电脑差异，一般建议组合寻优数量

不要超过 500 个，尤其是不要超过 1000 个时，否则很容易死机 

设计往往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根据前期给出的参数，计算出矛盾的结果是很常见

的，这时就要再反过来修改前期给定的参数。 

理论上来说参数的初值是随意的，就像电脑解方程一样，初始值确实可以随意设定。

但是一个好的初始值，往往会大大缩减方程的求解时间，这个跟个人的经验相关。 

本例中设定电机定子叠高，齿宽度，槽深度，开口宽度，磁钢厚度等参数作为变量，

其他参数根据经验确定初值，参数化寻优，添加额定转速，效率，额定转矩，额定电流，

铜线重量，定子铁芯重量，磁钢重量，转子铁芯重量，额定输出功率等作为计算结果的关

注量。 

 
图 1 

第一步参数化寻优组合如图 1，可以看到网格比较粗，table 查看寻优结果如图 2。 

 



                                                  

 
图 2 

根据以往经验，考虑槽满率因素，额定转速要选高 50rpm 左右。根据第一次的寻优结

果可知： 

磁钢厚度：1.5mm—2mm（考虑成本） 

槽深度：7mm—8mm 

开口宽度：3mm—4mm 

定子叠高：48mm—50mm 

齿宽度：5mm—6mm 

第一次寻优，确定了定子的叠高范围，考虑成本，同时收窄磁钢厚度寻优范围，缩小

其他变量步长继续第二次寻优如图 3。 

 
图 3 

table 查看寻优结果，继续选择额定转速选高 50rpm 左右的方案如图 4 

 



                                                  

 
图 4 

按照如上方式，结合性能参数考虑，继续寻优，循环往复数次后，得到符合性能的参

数组合。考虑成本，转子用 40Cr 钢材加工，暂不计入。 

比较各方案的电磁材料成本如表 1 

权重 2 8 1  

 铜线重量 磁钢重量 铁芯重量 单位价格 

1.6 
mm 磁钢 

333.1g 80.5g 459.5g 1769.7 

1.8mm
磁钢 

297.5g 90.1g 450.0g 1765.8 

1.9mm
磁钢 

328.1g 93.0g 436.3g 1836.5 

2.0mm
磁钢 

296.0g 99.6g 440.5g 1829.3 

表 1 

综合性能/成本考虑，最终得到寻优结果如下： 

 



                                                  

定子叠高 49mm，齿宽度 6mm，槽深度 7mm，开口宽度 3mm，磁钢厚度 1.8mm。 

考虑工艺性等，最终电机结构如图 5 

 
图 5 

考虑定子槽的槽满率，调整线圈匝数/并绕根数/线径，后面会在 2D 中用 CAD 模拟槽

满率，以保证绕线方便简单。根据个人经验，不考虑槽绝缘厚度的前提下，ansoft 槽满率

最好在 50%以下，实际生产中才会比较好绕线。 

最终得到电机的性能曲线如图 6，齿槽转矩如图 7 

 
图 6 

 



                                                  

 
图 7 

RMxprt 计算的齿槽转矩峰值低于 0.002Nm，满足要求。 

至此，得到电机的 RMxprt 方案，据此方案就可以给电机初步估价。当然，项目一旦要

正式开始，为了得到更准确的设计方案，2D 分析是必须的。 

2.3.2 Ansoft 2D 设计 

转换为 2D 模型（如图 8）后继续仿真计算，2D 分析中一般关注：电机电磁感应强度，

齿槽转矩，千转反电势，机械特性，额定工作点电流等，后面会逐一分析。 

 
图 8 

 



                                                  

2D 模型导出 dxf 文件，在 CAD 中模拟槽满率（如图 9），根据实际，考虑安装及避让，

调整定子转子模型细节，反过来导入 ansoft（如图 10），进行接下来的仿真计算。 

 
图 9 

参照槽满率模拟图，线径还可以适当增大，当然也可以减小，这种双向的调整因素可

作为备用的调整手段，后续在方案选择中还会详述。 

 
图 10 

初步仿真结果显示，电机额定工作点 3200rpm 时对应的转矩约为 0.41Nm，小于 RMxprt
的仿真值。这个差异产生的原因有两个，1、RMxprt 采用磁路法，主要用于初步估算，2D
属于有限元法，这两者算法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结果上的差异；2、由于考虑避让调整了定

 



                                                  

子模型，所以 RMxprt 和 2D 的计算模型并不是完全一致。当然，有限元分析肯定要更准确，

所以要以 2D 有限元分析结果为准。 

由于 3200rpm 对应的转矩小于要求的转矩，所以必须调整电机的部分参数，以增大电

机的输出功率。调整参数要尽量少，调整范围要尽量小，采用微调的方式，保证额定工作

点性能参数符合设计要求。 

需要增大电机 3200rpm 时对应的输出转矩，提高电机输出转矩的方法有很多种，常见

的有：降低磁钢性能，减小磁钢厚度，增大气隙长度，缩短定子叠长，降低线圈匝数，增

大线径等等，当然也可以把几个因素组合起来使用。 

本着微调的原则，本例中，选择最简单有效的两种方法，一是增大气隙，二是缩短定

子叠长。这两种方案，本文后面会分开详细论述。 

一、增大气隙 

 
图 11 

2D 分析中，将气隙尺寸参数化，仿真寻优。寻优得到的结果是单边气隙增加到 0.6mm，

此时可以满足设计要求，更新 2D 仿真模型。 

1、磁感应强度 B 

 
图 12 

 



                                                  

磁场强度分布如图 12 所示，硅钢片中的磁密低于 1.2T，查阅武钢硅钢片性能手册可知，

此数值低于 DW465-50 硅钢片的极限磁密。 

2、千转反电势 KVrms 

在已有模型的基础上，去掉外电路，速度设为 1000rpm，为了加快仿真速度，调整仿

真总时长及步长，得到千转反电势如图 13，千转反电势有效值约为 2.03V。 

 
图 13 

3、齿槽转矩 

利用千转反电势模型，增加磁场剖分数量，最好引入静磁场剖分，设定转速为 1 度每

秒，仿真分析齿槽转矩结果如图 14。齿槽转矩最大值 11.2mNm 不到，低于额定转矩的 3%，

符合设计要求。 

 



                                                  

 
图 14 

4、机械特性 

除非你能较准确地估计损耗系数，我的习惯是设定 Damping 系数为 0，这样仿真的结

果一定是偏大的，然后你可以根据经验将仿真结果按一定比例下调。 

参数化电机的负载转矩，得到的机械特性如图 15。这时就体现出分布计算和高性能电

脑的价值了，如果你的电脑足够好，分布式计算也足够用，那你完全可以在 2D 仿真中，

用参数化方式组合寻优，这样你会省掉下面的很多操作。 

 
图 15 

 



                                                  

3200rpm 对应的输出转矩约为 0.507Nm，在设计要求的基础上提高 5%预估。 

5、额定工作点电流 

在模型的控制外电路中增加一个测试总电流的电流表，得到 0.5Nm 时对应的电源总电

流如图 16。 

 
图 16 

总电流的有效值约为 17.56 A。 

3200rpm 对应的输出转矩约为 0.507Nm，总电流的有效值略大于 17.56 A，所以电机效

率会略小于 80.6%。 

由于仿真中 Damping 系数为 0，未考虑电机摩擦杂散损耗等功率损失，所以要根据实

际经验纠偏，此效率要下调 3%—5%，输出转矩/功率也要相应降低。 

根据经验，考虑电流数值，单个 N 沟道的 mos 管导通电阻内阻一般在 10 毫欧附近，

单个 P 沟道的 mos 管导通电阻内阻一般在 60 毫欧附近。 

如果电机控制器上下桥分别用一个 P 管一个 N 管，那么两个 mos 管内阻共计约 70 毫

欧，则 17.56A 时，其功耗约为 21.6W，12V 电源需要约 1.8A 的电流才能产生。 

如果电机控制器用两个 N 管，那么两个 mos 管内阻共计约 20 毫欧，则 17.56A 时，其

功耗约为 6.2W，12V 电源需要约 0.51A 的电流才能产生。 

结合电机各工作点的电流情况，进而可以预估电机加控制器后的各个工作点的总电流

值。 

二、减小叠长 

 



                                                  

 
图 17 

2D 分析中，参数化寻优铁芯叠长（如图 17），还是按照先粗后细的方式。寻优得到

的结果是铁芯叠长 46.7mm，此时可以满足设计要求，按此更新 2D 仿真模型。 

1、磁感应强度 B 

磁场强度分布如图 18 所示，硅钢片中的磁密低于 1.2T，磁密分布情况与增加气隙相差

不大。 

 

 
图 18 

2、千转反电势 KVrms 

用同样的方式，得到千转反电势如图 19，千转反电势有效值约为 2.046V，相比增大气

隙的方式略有增加。 

 



                                                  

 
图 19 

3、齿槽转矩 

按照同样方式设定，仿真得到的齿槽转矩如图 20。齿槽转矩峰值接近 16mNm，大于

增大气隙的对应值 11.2mNm，但仍低于额定转矩的 4%，也符合设计要求。 

 
图 20 

4、机械特性 

设定 Damping 系数为 0，仿真得到机械特性如图 21，3200rpm 对应的输出转矩约为

0.5073Nm，和增大气隙的结果基本相当。 

 



                                                  

 
图 21 

5、额定工作点电流 

0.5Nm 时对应的电源总电流电流如图 22，有效值约为 17.55A 

3200rpm 对应的输出转矩约为 0.5073Nm，总电流的有效值略大于 17.55A，所以电机效

率会略小于 80.7%。 

 

 
图 22 

 



                                                  

同样，由于 Damping 系数为 0 的原因，要根据纠偏，此效率要下调 3%—5%，输出转

矩/功率也相应降低。 

加电机控制器后的电流估值方法同前。 

2.3.3 方案选择 

综合来说，增大气隙和减小叠长的仿真结果相差不大。根据前面的分析，本例中给出

的两种方案都能达到设计要求，这样看来两种方案均可行。 

本例的优先要求是电机成本低廉。定子叠长短一些，那么相应的磁钢、铜线、硅钢片

用量都会少一些，成本无疑会更低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成本低廉的前提是保证性能。 

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留有足够的调整余量，而且最好是能简单双向

调整的余量。因为设计中总有些因素是预估的，预估和实际就可能存在偏差，而且由于各

人经验差异，某些预估的偏差可能还不小。一旦出现偏差，你的方案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

纠偏，这种调整措施越简单越有效。 

另外，所有的尺寸都有公差，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影响性能的关键尺寸（如定子叠高、

磁钢厚度、磁钢外径、定子内径等）的公差上限和下限，要保证电机性能在这些公差范围

内都能达到设计要求，以保证量产良率。 

实际中，由于模具、加工工艺等方面的原因，有些开口和避让位置可能你暂时没有考

虑到，也要给这些留出余量。 

必须注意的还有，供应商提供的磁钢，性能往往会偏下限，这个是经常碰到的。除了

严格要求供应商以外，本例在仿真中就特意把剩磁设为 0.58T，图纸则要求磁钢做到剩磁

0.6T 以上，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的一个保险。 

选择方案时，在一些因素相差不大时，一定要保证尽量多的双向调整因素。前面分析

过，考虑温升，定子叠长要选在 46mm 以上，并尽量选在 49mm 以上。如果选择减小叠长

的方案，叠长只有 46.7mm，一方面温升很可能会超过 30 度，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意外，

叠长几乎没有可缩小空间。而增大气隙方案，槽满率，定子叠长，线径等都可以作为双向

调节因素，降低了设计风险。 

综上，选择增大气隙方案作为输出方案。 

3 结论 

本文首先说明了电磁材料的估价方法，然后依据不同的侧重点对电机的正向设计做了

分类；针对本案例的电机，先做全面的要求分析，根据分析内容，先在 RMxprt 中寻优设计，

得到初步的仿真模型，然后转 2D 有限元详细分析 RMxprt 的初步模型；针对两种分析的结

果差异，不同的修正方法得到不同的解决方案，最后比较其中的两个解决方案，输出最终

模型。 

本文给出了一款风机电机的正向设计全过程，从无到有地设计了这款电机。设计中用

到参数化寻优时，都是采用先粗后细的做法，这样既保证了效率又保证了准确性。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经验技巧，这些对设计有很大帮助，比如 RMxprt 寻优设计时，

考虑槽满率对电机的影响，要选择额定转速高一些的解决方案；Damping 系数的设定与预

估下调等等。 

 



                                                  

针对 RMxprt 和 2D 有限元分析结果的差异，以有限元分析结果为准，尽量用最简单、

最便捷的方式调整模型，使 2D 有限元分析结果符合设计要求。 

正向设计中，很多因素都是预估的，尤其是从没做过的电机，最终的方案一定要留出

尽可能多的双向可调节因素，以便纠正偏差。 

大范围寻优时一定要用组合寻优的方式；小范围寻优时，根据个人经验，单个参数寻

优也是可行的，寻优结果与组合寻优的结果相差不大。 

另外，由于电机工作电流远小于最大去磁定子电流，所以本文并未考虑去磁的影响，

发热温升也是根据经验预估的，这些都需要靠实际样机验证，可能还要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给出的电机方案并不一定是最优设计方案。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设

计出符合客户需求的电机电磁方案，这种设计的解区间范围还计方案进行到此，其实才是

一个真正的开始，后面可以结合前述的各种手段，尽可能得找到最优解，还会用到 3D 仿

真，这个摊子铺下去，会很大。由于篇幅限制，本文论述至此，重点说明正向设计的完整

过程，抛砖引玉，希望对各位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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