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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cuSolve 的电机流体仿真分析研究 

Based on AcuSolve fluid simulation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motor 
曹娜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电机厂 武汉 430000） 

摘  要：本文运用 Altair 公司流体仿真软件 AcuSolve，以某轴带发电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整机的

CFD 流场散热仿真模拟分析，通过与样机温升实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电机内通风结构设计方案

的可靠性。研究结果显示，电机温升程度最高的区域出现在定转子线圈及线圈之间的定转子铁芯位

置，最大流速出现在靠近进风口顶测定子铁芯与机座内壁的风道间隙处。随着电机运转转速恒定，

进出风口流量逐步趋于守恒，计算残差收敛曲线平滑下降，收敛高效快速且稳定。通过 AcuFieldview

后处理 vectors 和 stream 功能，实现了对电机内流场风速大小和流向的精准预测。 

关键词：AcuSolve 电机 内通风 流体仿真分析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AcuSolve fluid simulation software belong to the Altair company, 

taking an axle generato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proceed the CFD flow field heat dissipation 

simulation analysis, compar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ith the prototype motor is verifie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ventilation in structure desig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tor temperature rise of the 

highest degree in the area between the position of stator&rotor coil and in the stator&rotor iron 

core among of coils, the maximum velocity appears at the top of the near the air inlet location of air 

duct clearance between the stator iron core with the inner wall of the base. With the motor running 

speed is constant, inlet and outlet flow gradually tends to conservation, calculating residual 

convergence curve smoothing down, convergence efficient fast and stable. Through AcuFieldview 

post-processing vectors and the stream function, realize the accurate prediction of size of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in the flow field inside the 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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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目前国际上已普遍采用 CFD 计算流体动力学技术模拟和实验相结合的

方法对流体的流动、传热以及两相流等问题进行研究。通过 CFD 模拟能准确的反映内部的速度、压

力、温度等最本质的流场数据，从而为设计和优化提供有价值的指导。同时可大大节约开发设计成

本，缩短研发周期，目前已成为和流体相关产品最重要的研发工具[1-2]。流场计算是电机内温度场、

热应力场计算的基础，电机内部复杂的热现象分析和温度场计算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机内

部冷却介质流场计算精度。然而在电机稳态运行中，由于电机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内部转子的旋转作

用，其内部冷却介质流动非常复杂，流场计算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电机内流场计算对电机的发热

冷却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3]。 

本文以某功率轴带电机为研究对象，借助 AcuSolve 求解器，对模型采用 Spalart Allmaras 湍流方

程进行流体仿真稳态计算数值模拟，研究电机内部各零部件的温升情况，特别是需避免铁芯和线圈

位置温度过高引起电机过烧，进而跟踪分析内通风结构下内流场的空气流动情况，为结构设计的合

理性提供可靠验证。 



Altair 2014 技术大会论文集 

- 2 - 

2 计算模型 

2.1 有限元模型建立及网格划分 

本文研究的轴带电机采用风扇在轴伸端且在靠近轴伸端机座径向位置开有两个出风窗口，在非

轴伸端机座顶部安装离心风机作为进风散热的结构形式。在原始电机三维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如

下简化处理，最终得到的几何及 CFD 模型半剖视图如图 1-3 所示： 

（1）删除一些对热流场影响很小的孔及圆角等几何细节； 

（2）对线圈及铁芯等零部件进行等截面积简化处理，建立动静流体区域的 Interface 交界面； 

（3）有效延长进出口管道，保证计算稳定性； 

（4）实际电机定转子铁芯间有约 1mm 的间隙，如果模拟该处的流动会引起网格数目十分庞大，

在此作填补简化处理，采用 Thermal shell 功能模拟该处的空气热传导。 

 
图 1  几何模型轴向半剖图 

     
图 2  几何模型径向半剖图                  图 3  CFD 有限元模型 

 

2.2 物性参数及边界条件的设定 

分别对线圈—铜(copper)、绝缘—（paper）、铁芯及其它零部件—不锈钢（stainless steel)等进行相

应材料参数的设置。对物理模型计算条件进行如下输入： 

1、 与周围环境的自然对流（Reference temperature 环境温度 40℃，即 313K；） 

2、 热源：对应损耗设置—定转子铁芯铁耗 1.32KW、定转子线圈铜耗 7.02KW、轴承等机械损

耗 800W； 

3、 进口边界条件为体积流量（flow rate= 1600 m³/h） 

4、 对旋转部件转子、轴、风扇施加旋转条件（Reference Frame= 50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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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余固壁为无滑移避免边界条件，进出口四周设置为 slip 壁面。 

 

2.3 网格划分 

AcuSolve 的专用前处理器 AcuConsole 在非结构网格上的划分具有极高的精确性，本模型采用完

全四面体网格划分方式，如图 1-2 所示，模型单元数总网格数 15214156 个，足够多的网格精确捕捉

曲面结构。 

如图 6-7 所示，在固壁划分边界层网格来模拟边界层内的流动和温度梯度；采用 thermal shell

技术模拟不便于划分网格但对热传导有影响的微小厚度特征，如空气间隙，绝缘复合纸等，针对转

子与定子之间的空气间隙、转定子铜线与铁芯之间的复合纸材料共定义 5 个 thermal shell，并为交界

面定义厚度及材料。 

       
    图 4 整机网格划分               图 5 定转子及旋转部件网格划分 

              
图 6 径向截面图                          图 7 轴向截面图 

 

3 数值模拟及分析 

3.1 计算残差及收敛 

如图 8 所示通过监测物理量进出口质量流量，随着时间进行，计算收敛不变，且大小相等保持

守恒。图 9 所示计算残差收敛曲线，随着计算进行，残差平滑下降，在计算至 50 步左右，已达到快

速平稳收敛。以上结果表明此时电机内风道风量流动趋于稳定，温升程度也已达到恒定，保证了电

机发热源与空气热流场散热平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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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进出口流量曲线                     图 9 残差收敛曲线 

 

3.2 后处理结果分析 

由图 10-11 可知，在固体零部件间空气流动的风道区域，由于机座壁面与大气具有良好的热交

换，故存在于机座内壁与定子铁芯外壁间的流体温升较小（见图中蓝色区域温升未超过 10℃），尤

其是在靠近进出风口附近，受风机鼓风和风扇运转带动风路循环的影响，该区域温度仍基本保持在

环境温度；温升最大的部位出现在靠近机座底部方向的线圈端部区域，温度上升约 55℃，此处由于

离进风口较远，到达此处的风量较小，空气流动带走热量较缓慢。转子铁芯通风孔中的空气温升约

为 37℃左右。 

 
图 10 流体壁面固体区域温度场 

 
图 11 流体壁面旋转区域温度场 

 

图 12 与轴承相接触的轴伸端端盖面温度最高达到 101℃，这是由于轴承处于被端盖与轴承外盖

包裹，进风风量未能直接达到轴承处，离进风口距离最远，此处热对流效应微弱，只能靠与相邻零

件间的热传导，故散热效应不明显。 

由图 13-14 可知，机座内外表面的温升效应具有相同的分布趋势，在机座内部散热筋与定子铁

芯接触的长度区域温升达到最高为 77℃，位于机座底面处，由于此区域距离风机最远风压最小，机

座壁面已接近贴近地面，未有足够的空间与大气及时进行热交换，故温度聚集升温较快，靠近进风

口侧机座区域温度仍然保持约常温，靠近出风口区域带出部分热量，温度小幅上升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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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端盖温度分布 

 
图 13 机座内壁面温度场 

 
图 14 机座外表面温度场 

 

铁芯和线圈是电机结构中产生电磁场的核心部件，也是产生损耗和热量最显著的位置，如图

15-20 所示，转子线圈内侧铁芯在中部区域最高温度为 81℃，进风口侧端部位置最低为 52℃，由于

转子铁芯内通风孔的作用，致使其温升低于转子线圈外侧铁芯部分；转子线圈在中部嵌入铁芯位置

最大温升为 58℃，实际温度达到 98℃，最低温度为 66℃，转子线圈外侧铁芯受转子线圈温升效果

的影响，温度分布范围呈现相同趋势；由于定子线圈内侧定子铁芯和转子线圈外侧转子铁芯间没有

通风的风道，两者紧密接触，随着热量的传递累积，来自于转子铁芯和转子线圈上的热就逐步传导

到定子线圈内侧定子铁芯上，致使其内表面具有与转子线圈外侧转子铁芯相近的温升，定子线圈温

度最高升至 99℃，实际定子线圈铜耗是转子线圈铜耗约 2 倍，由于离进风口较近，热循环流动量较

大带走多余温升，保持了良好的与转子线圈均匀相似的温升特性，定子线圈外侧铁芯由于与机座内

表面具有交换散热，因而温升程度略低，大部分温度保持在 77℃左右。 

 

图 15 转子铁芯（转子铁芯内侧）温度场         图 16 转子铁芯（转子线圈外侧）温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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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转子线圈温度场                     图 18 定子线圈温度场 

 
图 19 定子铁芯（定子线圈内侧）温度场      图 20 定子铁芯（定子线圈外侧）温度场 

 

下图 21、22 分别为电机截面温度分布和速度分布图，由图可知温升最高的区域出现在定子线圈

内侧定子铁芯和转子线圈外侧转子铁芯间及轴承部位，温升范围呈较对称分布；最大风量流速出现

在机座顶部靠近进风口位置，其次为机座内壁与定子铁芯外壁间的空间及转子铁芯内孔处，流速稳

定且均匀分布。 

 
图 21 电机横截面温度场和速度场分布图 

 
 

图 22 电机纵截面温度场和速度场分布图 

 

图 23-24 为风扇表面的温度、在 vector 下的速度矢量及周围某截面的温度与速度分布图，可以

看到清晰的旋转流场。风扇的最高温度 69℃分布在与轴配合的孔内壁，最低温度 43℃出现在风扇旋

转方向叶片朝向出风口的反向位置（见图 23 中风扇右上角蓝色区域），这是由于风扇随轴做逆时针

旋转（从轴伸端看），随着叶片的转动带动周围空气扰动，将风扇下半部区域热空气源源不断旋转带

出至图示右侧出风口区域，风扇上半部区域热空气逐渐通过左侧出风口区域排出，加之顶部风机进

风量较大，故靠近风扇右上部区域为被带走热量最多的区域，因而温度可达到最低，基本保持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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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3 中截面 0.309 处的风扇附近旋转流场还可观察到左侧出风口流量较右侧更为密集且出风温度

也较高。结合图 24 速度分布图可知，速度分布场与温度分布具有潜在的联系，由于靠近风扇左侧及

底部区域温度较高，而温度总是从高处向低处扩散，温差越高的地方引起的相应流速越大，故此区

域的流速最大达到至 15.92m/s。 

 
图 23 风扇表面及周围某截面温度场分布图 

 
图 24 风扇表面及周围某截面速度场分布图 

 

由图 25 可知进风口处的风首先沿着机座顶部轴向及靠近进风口侧线圈端部周向风道路径进入

流动，在靠近机座底部与定子铁芯间的空间，流入的风量较少且空气温度较高，随着定转子温升的

逐步上升，风扇的旋转带动内部热空气流动逐渐向两出风口排出，其中在转子铁芯通风孔处由于受

内外温差造成的流动压力分布差异，有反向流动出现，进而更好的实现了内部流场的整体动态平衡

与流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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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电机内流场风道流线走向分布 

 

4 结论 

1、AcuSolve 可以快速得完成复杂电机模型的通风散热模拟，模拟周期短，同时收敛性好，能

满足电机通风散热模拟的各种要求。 

2、专用前处理器 AcuConsole 划分网格高效便捷，该电机实际温升实验结果各零部件最高温升

均不超过 70K(即 110℃)视为合格，本文模拟结果出现在定转子区域的最高温升约为 100℃，满足实

际工况下对电机温升的许可范围，验证了仿真模拟结果及结构设计的正确性与可靠性，对电机制造

具有内流场准确性预测的有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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