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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车电驱系统振动噪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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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电驱系统噪声优化方法和效果，采用试验的方式查找噪声源，提出改善措施。试验结果表明，振
动噪声的主要来源为电磁噪声，机械噪声也有一定的贡献。采取转子三段式 V 型斜极方案和定子壳体加强改
善主要阶次噪声。最后试验验证改善效果，电驱系统噪声改善明显，可为纯电动汽车电驱系统噪声、振动与
声振粗糙度（noise, vibration, harshness，NVH）性能的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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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 noise optimization of pure electric vehicle electric
dri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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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noise optimization method and effect of electric drive system, the noise
source is found by the test and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ropos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source of vibration noise is electromagnetic noise, and mechanical noise also has a certain contribution. The
three-stage V-type rotor-skewing scheme and stator housing reinforcement are used to improve the main
order noise. Finally, the test verifies the improvement effect, and the noise of the electric drive system i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ptimization of noise, vibration, harshness (NVH)
performance in pure electric vehicle electric drive system.
Key words: other subjects of basic subject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cal science; electric drive system;
test; electromagnetic noise; rotor-ske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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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能源汽车日益普及，整车啸叫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整车缺乏传统发动机的掩盖效应、整车轻

量化、转速范围更宽、瞬态冲击、电磁噪声等原因使得其电驱系统噪声尤为严重。电驱系统的优劣决定
了整车的综合性能，但是往往 NVH 性能与加速等性能是相悖的，必须不断地优化改善电驱系统以平衡
整车综合性能使整车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但多数研究集中于驱动电
机单体的振动噪声，针对电驱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献[1]指出了电机振动噪声的主要原因是齿槽转矩、
转矩脉动和径向电磁力，并利用分析模型预测了振动噪声。文献[2]研究了电动车动力总成的振动特性，
并与传统车动力总成的振动特性进行了比较，为电动车 NVH 性能开发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以某纯电动汽车的电驱系统为研究对象，其电机为一台液冷式永磁同步电机。整车表现为加速过程
噪声较大。文献[3]分析发现啸叫主要来自电机的电磁噪声及差/减齿轮的机械噪声，其中电磁噪声是主要
贡献成分。在整车状态下进行匀速、全油门加速（wide open throttle，WOT）和在滑行工况下对电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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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噪声振动进行测试分析，进一步分析电驱系统噪声的主要原因。并根据测试结果提出改善方案，制
作改进样机及改进的差/减速器，最后对改善样机进行振动噪声测试分析。

1

电驱系统噪声产生机理
噪声产生的根源是振动，研究电驱系统的噪声必须研究噪声和与噪声来源有关的振动，纯电动汽车

电驱系统的振动通过壳体向外部辐射噪声，主要分为以下两种：一是电磁噪声，文献[4]～[5]指出电机内
部交变径向电磁力引起定子内部机械部件或空间容积的振动辐射出噪声，这是产生电磁噪声的主要原因；
二是机械噪声，主要是因为差/减速器及电机的齿轮轴承一方面是振动噪声源，另一方面受到各种力的激
励并传递激励力，产生振动噪声。以上两类噪声及其主要振动源归纳如图 1 所示。

图1
Fig. 1

电驱系统振动噪声分类

Vibration noise classification of electric drive system

机械噪声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种：接触面损伤、旋转不对中、动不平衡、工作负荷下周期性弹性变
形引起的振动噪声，因此机械噪声也是电驱系统噪声优化不可忽视的部分。
1.1

电磁噪声
永磁同步电机气隙内同时存在两种磁场[6]，一是定子外加三相电流产生的空间旋转磁场，二是永磁

体本身产生的磁场。两种磁场在电机运转时产生驱动电机旋转的驱动转矩，其中齿槽转矩和转矩脉动使
电机产生电磁噪声，同时齿谐波会进一步加剧磁噪声。主磁通大致沿径向进入气隙，并在电机上产生径
向力，从而引起电磁噪声。同时，由于永磁体和有槽电枢铁芯相互作用产生齿槽转矩，导致转矩出现波
动，引起不可忽视的振动噪声。
电机力波由电机气隙磁场产生，作用于定子铁芯内表面，由麦克斯韦定律可得力波表达式为
pn (θ , t ) =

B 2 (θ , t )
，
2 μ0

（1）

其中，n 为力波数； θ 为磁场角度； t 为时间； μ0 =4π × 10−7 H/m ； B (θ , t ) 为气隙磁密， N/m 2 .
根据电磁分析，磁场谐波产生的电磁力为一系列不同频率、不同分布的旋转力波，此处即径向力波，
表达式为
pr (θ , t ) = ∑ pn cos(ωn t − nθ + ϕ n ) ，

（2）

n

其中， pn 为式（1）中的 n 次力波幅值； ω n 为谐波频率； ϕn 为谐波相位。
根据式（2）及相关共振理论可知，当力波的频率及力波波形与定子的固有频率及其振型接近或一致
时，将发生共振效应，此时电机的电磁噪声将被放大。经实际研究发现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减小力波，
达到降低电机噪声的目的[3]。
1）绕组：合适的绕组和节距可以削弱齿谐波；
2）槽口宽度：减小定转子开口槽宽度、采用闭口槽和磁性槽楔等措施可减小气隙磁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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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降低气隙磁密：由式（1）可知径向力与气隙磁密的平方成正比，降噪效果明显；
4）增大气隙：适度加大气隙可以减小谐波磁场的幅值。
同时，电磁转矩会产生振动噪声。齿槽转矩定义为电机不通电时磁场能量 W 相对于位置角 α 的负
导数，即
Tcog = −

∂W
.
∂α

（3）

考虑电枢斜槽时，电机气隙和永磁体中的磁场能量为
W=

1

2 μ0 ∫V

B 2 (θ , α , L)dV =

R22 − R12
4 μ0

La

2π

∫0 ∫0

B 2 (θ , α , L) dθ dL ，

（4）

其中， La 为电枢铁芯轴向长度；L 为电枢轴向长度；V 为电机定子容积； R1 和 R2 分别为电枢外径半径和
定子轭内半径； B(θ , α , L) 为气隙磁密。
联合式（3）和式（4）求解得到电机齿槽转矩的表达式为
Tcog (α ,N s ) =

∞
πLa
nzN sθs1
Nθ
( R22 − R12 )∑ Gn B nz sin
sin nz (α + s s1 ) ，
r
2 μ0 N sθs1
2
2
n =1
2p

（5）

其中， N s 为电枢所斜的槽数； θs1 为用弧度表示的齿距；z 为槽数；p 为极对数；n 为使 nz /(2 p ) 为整数的
整数；Gn 为气隙方程；r 为振型阶数。
由式（5）可以看出，削弱齿谐波、齿槽转矩和转矩脉动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三大类：
1）改变永磁磁极参数；
2）改变电枢参数；
3）合理组合电机极对数。
转子斜极和斜槽具有相同的效果，即削弱电机齿谐波、齿槽转矩和转矩脉动，理想情况下斜一个齿
距即具有明显的改善效果。两者有不同的适用场合。其中，分段斜极因适合批量生产，成本低廉且效果
明显而被广泛采用。值得注意的是，实际工程中受限于永磁材料的分散性和制造工艺，即使精确到一个
齿距，也不能完全改善。
1.2

机械噪声
机械噪声来源较多，主要是电驱系统的轴承、齿轮啮合产生的机械噪声。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噪

声源。另一方面，它们作为连接件，承受并传递激励力。这两者都将引起轴承齿轮等连接部件的振动，
进而激发周围空气振动转化为电机啸叫噪声。
轴承齿轮（箱）在车辆运行过程中起着传递动力的作用，它们的噪声产生机理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1）零件几何缺陷等引起的振动噪声，如工作表面的波纹度、损伤、偏心不对中、混入杂质等；2）运转
过程中的弹性变形，在径向和轴向负荷下产生交变弹性变形，从而产生振动噪声辐射；3）车辆运行中轴
承和齿轮的冲击也会产生振动噪声；4）电机变速器壳体的共振导致振动噪声进一步放大。
由文献[3]可知，该电驱系统的机械噪声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1）齿轮工作表面波纹度引起的
啮合冲击；2）差/减速器壳体共振引起的振动噪声；3）齿轮啮合位置不在啮合面中间导致轴承齿轮受力
不均匀引起的机械冲击。因此，机械噪声的改善主要进行壳体的薄弱部位加强和齿轮啮合面的优化。

2

电驱系统振动噪声试验与分析
整车状态下进行试验，借助 LMS Test.Lab 数采采集 WOT 工况下的振动噪声和电机转速等信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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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阶次分析确定噪声来源，根据分析的数据和电驱系统机械结构研究改善方案。
2.1

试验项目与方法

试验过程按国家标准 GB/T 14365－1993《声学 机动
车辆定置噪声测量方法》 [7]布置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和传声
器，测试系统结构简图如图 2 所示。
为与实际使用条件保持一致，选择在跑道的常规柏油路
面进行测试。试验环境和仪器综合背景噪声小于被测噪声
10 dB（A），气象环境条件符合测试要求。车辆为骡车状态

注：CAN 为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

图2

测试系统结构简图

（未采取声学包裹）且行驶时车内无异响，测试时动力电池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est system structure
电量保证在 85%以上。噪声采样频率设置为 25.6 kHz，指数平均。振动采样频率设置为 6.4 kHz，指数平
均。WOT 工况加速至 120 km/h，重复测量，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2.2

试验分析
测试对象为整车状态下的一个 8 极 48 槽的永磁同步电机配合差/减速器和控制器组成的电驱系统。

电机近场声压 colormap 和近场阶次切片分析结果分别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图3
Fig. 3

电机近场声压 colormap 图

Colormap of motor near-field sound pressure

图4
Fig. 4

电机近场阶次切片分析

Slice analysis of motor near-field order

Vol.12

No.5

October 2019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869

由图 3 可知，噪声阶次[8~10]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分数阶次噪声：主要表现为 14.5 阶和 46.5 阶。14.5 阶由定子径向力和切向刚度共同作用产生。
46.5 阶为由定子偏心和定子铁心共振引起的气隙波动产生。
2）13 阶和 26 阶噪声：减速器齿轮啮合阶次。
3）48 阶噪声：电机极槽的基础阶次和切向电磁力共同作用导致定子弯曲变形而产生。
4）控制器频率 fc（6 000 Hz）为中心的伞状阶次噪声。
同时，根据图 4 的阶次切片分析各个阶次对电机近场噪声的贡献，并制定如下改善措施：
1）定子和差/减速器壳体添加加强筋提升模态和局部动刚度以改善共振引起的噪声和半阶次噪声；
2）提升差/减齿轮制造精度、改善齿面接触位置、改善齿轮啮合间隙和装配精度以改善齿轮阶次噪声；
3）转子整体式直极调整为 V 型分段式斜极[11~12]。

3

改善验证分析
根据 2 节的改善方案对电机进行改善，然后在整车状态下保持在同样条件下进行测试。将改善前后

的数据联合分析改善效果，并分析改善后新出现的问题点，提出建议改善措施。
3.1

测试分析
电驱系统改善前后近场噪声 colormap 如图 5 所示。

图5
Fig. 5

改善前（a）和改善后（b）噪声 colormap 对比

Pre-improvement (a) and post-improvement (b) noise colormap comparison

由图 5 可以清晰地看到各个主要贡献阶次。14.5 和 46.5 半阶次消失，13 阶和 48 阶改善明显，同时
24 阶整体恶化。阶次贡献分析如图 6 所示。

图6
Fig. 6

改善后阶次贡献切片分析

Improved order contribution sli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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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 可以看出，1 000 r/min 以下以 48 阶为主，1 000～2 500 r/min 范围内 24 阶贡献突出，2 500 r/min
以上以 13 阶为主。
3.2

阶次噪声对比分析
通过改善前电机噪声阶次分析可知，主要贡献噪声以 13，14.5，26，46.5，48 阶为主。其中，14.5 阶

和 46.5 阶在改善后完全消失。但 24 阶有一定的恶化，通过对 24 阶单独分析可以发现其主要贡献量在
1 100～1 900 r/min；且 26 阶全段改善明显，不再是主要贡献成分。因此，对 13 阶和 48 阶进行切片对比
分析，如图 7 所示。

图7
Fig. 7

13 阶（a）和 48 阶（b）切片分析
13th (a) and 48th (b) order slice analysis

分析发现 13 阶在其主要贡献范围内（2 500 r/min 以上）改善效果明显，下降 4.38 dB（A），且改善
后在别的转速范围内不是主要贡献成分。48 阶在 3 300 r/min 以下改善明显，有效值下降 0.54 dB（A），
3 300 r/min 以上较改善前变化不大且不是总声压级的主要贡献成分。

4

结论
本文通过问题排查的方式确定 WOT 工况为主要噪声工况，研究了电驱系统噪声源问题，并据此提

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即通过问题排查、整车测试、提出改善措施、样机制作、再测试的过程，改善电驱
系统的振动噪声。得出以下结果：
1）齿轮啮合面波纹度的优化和轴承刚度加强，13 阶噪声改善明显；
2）差/减速器壳体局部加强改善了共振带并优化了振动噪声辐射；
3）电机转子斜极和定子加强消除了 14.5 阶和 46.5 阶的半阶次，48 阶噪声在关注转速范围内改善较
明显，低转速仍然偏大，这是由于电机壳体的扭转模态造成的，但低转速段 48 阶不是主要贡献成分，对
整体噪声基本没有影响，故本文暂不做进一步研究；
4）控制器基频由 6 kHz 提高到 10 kHz，避开人耳最敏感的频率范围（2～6 kHz），产生了一定的改
善效果。
同时，在以上改善基础上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着重改善电机斜极形式，建议三段式 zig-zag 斜极并精确斜一个齿距；
2）提高差/减齿轮和轴承的制造安装精度，针对某些特定的阶次噪声可通过调整两级齿轮传动比进
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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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器在提升基频时要注意电机的效率和发热问题，后续建议改变控制器控制策略。
综上，本次改善效果明显，但也出现了新的阶次噪声，因此该电驱系统的噪声改善空间仍然很大。
该过程通过试验分析噪声振动源、提出改善措施和验证总结，可为其他电驱系统振动噪声优化提供一定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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