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轴承损坏和电磁干扰 
可能导致电动车辆意外停车

电动车辆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具有光明的前景。电

动车辆的发展使其性能可以与许多汽油动力车相媲美。

随着驾驶距离和充电选择的增加，电动车辆的销售也应

随之增加。但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不能因为可靠性

差和对车辆电子系统的电磁干扰而吓跑消费者。为解决

这些重要问题，大型汽车制造商已测试并开始在其电动

车辆上安装 AEGIS® 轴承保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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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的发展方兴未艾。各大型汽车制造商要么忙于车型销售，要么忙于研

发新款。“圣杯”（Holy Grail）是一种依靠电池供电的车辆（BEV，又称纯电动

汽车），这种汽车完全依靠电能驱动，充电一次行驶距离超过 200 英里，价位

在 $35,000 以下。

大众汽车的奥迪品牌最近估计，到 2025 年，它销售的 30% 的汽车将以电作为

动力。当然，这意味着电机和为这些车辆供电的电子装置必须高度可靠，才能

赢得客户的接受。但是，依靠脉宽调制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会大大增加轴承被放

电损坏的风险。这是因为所有 BEV 和混合燃料汽车的核心都是交流 (AC) 3 相电

机。由于电池提供直流电 (DC)，需要使用逆变器（又称变频驱动器或 或 VFD）

将直流电变成交流电。这些逆变器有不幸的副作用：它们会在电机轴上产生不

必要的电压。如果不采用长期有效的接地，这种轴电压可能侵蚀并最终损坏电

机轴承。它还可能产生电磁干扰 (EMI)，干扰车辆无线电和电子控制装置的运

行。

虽然汽油价格已大幅下降，但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在出于各种原因购买电动

汽车。电池技术的提高和更多充电桩减少了许多人的“行驶距离焦虑症”。有

些人被白天产生并存储充足的太阳能，夜间对电动汽车充电的想法所吸引。另

外一些人意识到有了环保的赛车，他们可以不必放弃风驰电掣的刺激感。还有

一些人则简单的认为，即便汽油价格下降，使用电动汽车仍然更为经济。

但是，即便有这些对消费者有利的因素，一旦他们认为电动汽车不可靠，仍然

会迅速走开。事实上，电动汽车要保持这种趋势，就必须真正的可靠。一旦人

们开始认为电动汽车的维护成本非常高，电动汽车的销售会从高峰跌入谷底，

这将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

由于轴承电气损坏已成为电动汽车的隐患，汽车设计工程师面临一系列新的

挑战。逆变器感应产生的轴电压会沿着电阻最小的路径传输，因此电机轴

承绝缘等部分保护措施只会将损坏转移到变速箱轴承、传动轴承或车轮轴承

上。当汽车工作在电动模式下时，即便混动汽车的汽油发动机轴承也容易发

生这种损坏。

为了将轴承电气损坏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汽车工程师可以借鉴其它行业对此

问题的解决办法。多年来，制造、加工、HVAC、材料处理行业的设计维护工程

师和承包商已将目光转向逆变器，作为控制交流电机转速的方法，进而起到节

能的作用。这些工程师们发现，如果不采用有效的方法将逆变器感应产生的轴

电压安全地导入地下，通过降低能耗实现的所有成本节约将迅速被更换损坏电

机轴承的高昂维护成本所抵消。

可靠性 
至关重要

注意轴承 
保护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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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需要一种长期有效的电机轴接地方法使逆变器驱动系统变得更可

靠。工程师们了解到，在电机上安装轴接地装置可以及时地转移有害电流，防

止造成轴承损坏。

最可靠、最经济实用的办法之一是在电机的轴上安装一个接地环。AEGIS® 轴承

保护环采用特制的导电纤维，可以安全地将破坏轴电势导入地下，完全避开轴

承。这种接地环可升级为任何轴尺寸或功率，现已成功安装在全球数百万的电

机泵、风扇、汽轮机、传送带等设备中。近期，AEGIS® 接地环已证明其在电动

卡车、火车、电车、建筑设备的逆变器控制的牵引电机中的效用。目前它已被

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使用，另有许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对其进行测试。

电机轴承发生电气损坏的主要元凶是逆变器电源切换电路产生的非正弦波所导

致的共模电压。目前脉宽调制逆变器中使用的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IGBT) 使得电

压升高的速度 (dV/dt) 极快，导致电荷通过电容耦合积聚在电机轴上。如果不采

取抑制措施，这些电压会通过轴承放电，导致放电加工 (EDM) 而侵蚀轴承和座

圈，进而导致轴承/电机过早损坏。

在电动汽车电机的运行转速（1,000 至 16,000 rpm 或更高）下，轴电压放电 5 

至 40 伏非常常见。这些放电足以克服转动元件和座圈之间薄薄的润滑脂层的

绝缘强度，在钢表面形成小坑（坑穴）（图 1）。在超过 12 kHz 的逆变器载

波频率下，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数以百万的电腐蚀坑穴。该过程还会

产生钢和碳颗粒而污染润滑油脂，导致进一步降低其润滑特性，使其变为焦

黑色（图 2）。

因果关系

图 1

轴承座圈上的 EMD 电腐蚀坑穴

（放大图）——电机轴逆变器感

应电压放电的结果

图 2

新（左侧）、旧（右侧）轴承

润滑油脂旧的润滑油脂由于灼烧

并受到 EDM 电腐蚀产生的钢颗

粒的污染，润滑程度下降，从而

进一步缩短了轴承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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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了多久，频繁放电就可能使得整个轴承座圈上布满坑穴，形成所谓的结霜

现象。波纹槽是指逆变器的工作频率定期沿着轴承座圈内部形成集中的坑穴，

形成洗衣板样的凸起，导致产生噪声和振动（图 3）。

由 Electro Static Technology 开发的 AEGIS® SGR 轴承保护圈比传统的弹簧压力

接地刷更具优势，后者容易发生侵蚀，被碎屑堵塞，并且需要定期维护。金属

刷或碳刷（石墨）在高转速下性能不佳，后者容易发生形成“热点”，即电弧

会短时间将刷子熔在电机轴上。由于弹簧刷会对电机轴产生阻力，它们会吸收

更多电流，使电池的电流消耗加快，从而限制了电动汽车的行驶距离。相比之

下，AEGIS® 接地环在工作时几乎不产生压力或阻力，无需维护，无论转速高

低，使用寿命与电机一样长。 

电动汽车电机尤其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这些应用中经常遇到的特殊的性能要求。

轴接地环在电机中必须能够适应以下情况：

• 非常高的转速 – 有时超过 16,000 RPM

• 在这些转速下正转和反转

• 快速加速和减速

• 变速运行和持续速度运行

AEGIS® SGR 轴承保护环已经证明是电动卡车、火车、有轨电车、建筑设备牵引

电机及工商业应用领域中逆变器感应电流问题的最有效、最可靠、最通用的解

决方案。现在已证明它对于电动汽车同样有效。

由 Pininfarina 设计、意大利巴伊罗市的 Cecomp 制造的小型 4 座、3 门电动汽车 

Bolloré Bluecar 采用 30 kWh 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电池与一个超级电容器耦合。这

使得 Bluecar 的电动行驶里程达到 160 英里 / 250 km（在市区使用），最大速度 

81 mph / 130 km/h。 

电动汽车电机 
带来特殊的 
轴接地挑战

图 3

拍摄自一台故障电机，“波纹状”

的轴承座圈内壁（左侧）由 VFD 
感应的轴承电流所致。在 AEGIS® 
SGR 轴承保护环的保护下，右侧

的轴承座圈未发生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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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loré（图 4）于 2011 年开始量产。2011 年 12 月，根据 Autolib’ 车辆共享计划的

部署，首批 250 辆 Bluecar 在巴黎投入使用。2012 年 10 月，Bluecar 以租赁的形

式面向零售客户提供，并成为 2012 年法国最畅销的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电动

汽车。 2014 年，Bolloré 与雷诺成立合资企业，生产 3 座 Bluecar。从 2015 年 9 月

开始，已有 4,521 辆 Bluecar 在法国注册（其中绝大多数参加了 Autolib’ 计划），

每一辆车都由安装在电机内部的 AEGIS® 轴接地环提供保护，防止电机轴承发生

损坏和 EMI/RFI。 

该接地环取得成功的关键是采用专利的导电纤维，它布置在整个接点环的内

周，完全包裹着电机轴。导电纤维采用专利的 FiberLock™ 通道固定，具有柔

性，不易折断。深深的通道还能防止纤维沾染尘土、液体及其它碎屑。通过在

多台电机上对该接地环进行测试，表明每 10,000 小时连续运行的表面磨损低于 

0.001”，并且在 2 百万次变向操作后纤维未发生断裂。

AEGIS® SGR 的作用可通过示波器进行观察（图 5）。当未安装轴接地装置时，逆

变器感应的轴损坏电压起伏非常大。安装 SGR 之后，波形接近直线表明接地环

转移了这些电压，将它们安全地导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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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Bolloré Bluecar 是 2012 年最畅销的

可在高速公路上行使的电动汽

车。从 2015 年 9 月开始，已有超

过 4,500 辆 Bluecar 在法国注册，

每一辆车都由安装在电机内部的 
AEGIS® 轴接地环提供保护，防止

电机轴承发生损坏和 EMI/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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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靠外，电动汽车还必须“包容”电子装置。像大多数新车一样，电动汽

车的设计也包括一长串的电子功能和附件，其中有卫星导航系统、手机、平板

电脑及其它个人电子设备使用的蓝牙通信、AM/FM 和卫星无线电、立体声和娱

乐系统、车载电脑控制、无线传感器、紧急通信系统等。并且新型无人驾驶系

统所需的大量传感器和通信装置不久将加入到该名单中来。

所有这些系统在工作时不能受到电动车辆中使用的将直流电变为交流电的高频

脉宽调制逆变器带来的电磁干扰 (EMI)。这种 EMI 会干扰车载车辆电脑系统和

无线通信。但是，与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合作测试表明，采用导电纤维技术的 

AEGIS® 轴接地环能显著降低 EMI，在 4.7 MHz 下降低高达 7.34 dB。

无论在未来数十年内汽车市场如何发展，许多电动汽车已经行驶在路上。这些

汽车根据依赖电机驱动车轮和提供牵引的程度进行分类。主要分类包括：

纯电动汽车 (BEV)：（其中最出名的是特斯拉 S 型、X 型与即将面世的特斯拉 3 

型，其次是 BMW i3。 其它包括 Chevrolet Bolt EV、Chevrolet Spark EV、Ford Focus 

Electric、Kia Soul EV、Volkswagen e-Golf、Fiat 500e、Nissan Leaf。）BEV 完全依靠

电机。它们没有汽油发动机，完全依靠连接插头充电。

混动汽车：混动汽车依靠电机与汽油发动机的组合提供车辆驱动力。许多新型

混动汽车对交流电机的依赖程度要大于对汽油发动机的依赖。混动汽车有多种

形式，包括：

•  高性能混动汽车：作为混动汽车的一个新派系，高性能汽车在正常驾驶条件

下完全依靠电池供电，而在较苛刻的条件下同时依靠汽油和电池供电。例

如，BMW i8 就是一款插电混动车，它在正常条件下采用串联式混合动力，仅

EMI 和 RFI

行驶在路上的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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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安装 AEGIS® SGR 轴承保护环之前

（左图）和之后（右图）的电机

轴电压释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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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机驱动前轮，双涡轮 3 缸发动机只是给电池充电，延长其电动驾驶距

离。但是，在较复杂的条件下，i8 则采用并联混动模式，即电机驱动前轮，

双涡轮汽油发动机则为后轮提供动力。i8 的创新全轮驱动方式可提供 357 HP 

的总系统输出和 420 lb-ft 扭矩。

•  轻度混动汽车：（雪佛兰迈锐宝混动汽车、本地思域混动汽车等）采用传统

汽油发动机和一个超大启动电机两种动力，后者还可以作为发电机为超大电

池充电。只有内燃发动机与汽车变速箱连接，但是在高负荷下，电机/发电机

协助发动机工作。市场似乎正在放弃轻度混动汽车而转向串联式混动汽车，

即汽车牵引力完全由电机提供。

•  并联式混动汽车：（丰田 Prius、尼桑 Altima 混动车、凯迪拉克 Escalade 混动

车、道奇 Durango 混动车、奥迪 A3 Sportback e-tron、福特 C-Max、本田 CR-Z、

雷克萨斯 CT 200h、丰田普锐斯、Prius C 和 Prius V、本田雅阁等。）在并联式

混动汽车中，车轮被汽油发动机或电池/电机/发电机系统驱动（图 6）。尽管

这两个动力源并不耦合在一起，但是二者可同时提供牵引力。

•  串联式混动汽车：（雪佛兰 Volt、凯迪拉克 ELR）依靠两种能量源提供动

力——汽油和电池，但是它们的车轮只靠电机/发电机驱动。汽油发动机与另

一个发电机耦合为电池充电。由于所有牵引能量通过逆变器传递给交流发电

机/电机，串联式混动汽车像 BEV 一样容易发生轴承损坏。 

无论其类型或分类如何，所有这些电动汽车的传动系统中都使用逆变器。这意

味着控制破坏性轴电压的需求已不可避免，并且随着 BEV 市场的发展，这种需

求将变得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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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无论用于混动汽车还是全电

动汽车，AEGIS® SGR 轴承保护

环都能转移破坏性的轴电

流，延长电机使用寿命。

VFD

电机

AEGIS® 轴接地环

正常速度/扭矩条件下的
并联式混动汽车运行

VFD

电机

AEGIS® 轴接地环

高速/高扭矩条件下的
并联式混动汽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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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Winterbrook Road
 Mechanic Falls, ME  04256

(866) 738-1857

sales@est-aegis.com
www.est-aegis.com

随着混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销量的增加，世界似乎非常欢迎电动汽车技术。然

而，随着汽油动力汽车向全电动汽车转变趋势的加剧，这些车辆中轴承损坏的

隐患随之增加。AEGIS® SGR 轴承保护环在现在和将来为汽车设计者提供了一种

提高混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的可靠性的办法。它不仅能够防止电机/发电机的

轴承损坏，进而延长其使用寿命，而且还能保护其它部件不受逆变器感应轴电

压的损坏。简单地说，它为购买者在投资购买电动汽车前提供了高可靠性的承

诺。

Matthew Roman, PE 是 ITW 公司旗下的

Electro Static Technology 的工程经理

31 Winterbrook Road

Mechanic Falls, ME 04256-5724

电话：(207) 998-5140

传真：(207) 998-5143

www.est-aeg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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