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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机电机的转子转轴连接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油烟机。一种油烟机电机的转子

转轴连接结构，包括转子和电机轴，所述转子包

括转子铁芯和若干磁钢片，所述转子铁芯设有若

干沿转子轴向延伸的磁钢片安装通孔，所述磁钢

片一一对穿设在所述磁钢片安装通孔内，所述转

子铁芯的两端设有若干沿转子的轴向延伸周向

分布的插孔，所述电机轴包括两个半轴，所述半

轴设有若干一一对应地穿设在所述插孔内的驱

动爪，所述转子和半轴之间仅通过所述驱动爪传

递扭矩。本发明具有磁钢片不容易被碰撞到、转

子和电机轴之间无需大压力挤压即能够连接在

一起且分开方便的优点，解决了油烟机电机磁钢

片容易被撞击到且转轴需要大压力挤压才能够

装配在一起、装配在一起后分开费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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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烟机电机的转子转轴连接结构，包括转子和电机轴，所述转子包括转子铁芯

和若干磁钢片，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铁芯设有若干沿转子轴向延伸的磁钢片安装通孔，所

述磁钢片一一对穿设在所述磁钢片安装通孔内，所述转子铁芯的两端设有若干沿转子的轴

向延伸周向分布的插孔，所述电机轴包括两个半轴，所述半轴设有若干一一对应地穿设在

所述插孔内的驱动爪，所述转子和半轴之间仅通过所述驱动爪传递扭矩，油烟机电机的转

子转轴连接结构还包括挡接在磁钢片两端的磁钢片限位挡块，所述插孔的数量和所述磁钢

片安装通孔的数量相等，所述磁钢片限位挡块一一对应地连接在所述驱动爪上，所述驱动

爪设有挡块连接孔，所述限位挡块螺纹连接在所述挡块连接孔内，所述驱动爪和转子之间

设有驱动爪紧固结构，所述驱动爪紧固结构包括设置在驱动爪内的第一滑孔和第二滑孔，

第二滑孔贯通驱动爪的位于所述插孔内的部分的表面，所述第一滑孔连通所述挡块连接孔

和第二滑孔，所述第一滑孔内穿设有传动销，所述第二滑孔内穿设有可顶紧在所述插孔的

侧壁上的顶销，所述限位挡块和传动销之间设有当限位挡块插入挡块连接孔内的深度增加

时驱动传动销朝向第二滑孔内移动的第一导向斜面，所述顶销和传递销之间设有当顶销插

入第二滑孔内的深度增加时驱动传动销朝向挡块安装孔内移动的第二导向斜面，所述磁钢

片安装通孔的两端各设有一对供取出磁钢片时手指进入的抓取缺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烟机电机的转子转轴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一对抓取缺口

中的两个抓取缺口沿磁钢片的宽度方向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油烟机电机的转子转轴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抓取缺口

和磁钢片安装通孔之间形成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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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机电机的转子转轴连接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烟机，尤其涉及一种油烟机电机的转子转轴连接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油烟机用无刷直流电机的转子结构是SPM结构，即磁钢片是表贴式的，表贴

式存在磁钢片容易被撞击破碎的不足。另外转子和电机轴之间是通过过盈配合设计然后通

过压机进行挤压而实现固定在一起传递扭矩的，这样装配过程中不仅需要大吨位的压机而

且电机轴和转子之间分开时费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磁钢片不容易被碰撞到、转子和电机轴之间无需大压力挤压即

能够连接在一起且分开方便的油烟机电机的转子转轴连接结构，解决了现有的油烟机电机

磁钢片容易被撞击到且转轴需要大压力挤压才能够装配在一起、装配在一起后分开费力的

问题。

[0004] 以上技术问题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解决的：一种油烟机电机的转子转轴连接结

构，包括转子和电机轴，所述转子包括转子铁芯和若干磁钢片，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铁芯

设有若干沿转子轴向延伸的磁钢片安装通孔，所述磁钢片一一对穿设在所述磁钢片安装通

孔内，所述转子铁芯的两端设有若干沿转子的轴向延伸周向分布的插孔，所述电机轴包括

两个半轴，所述半轴设有若干一一对应地穿设在所述插孔内的驱动爪，所述转子和半轴之

间仅通过所述驱动爪传递扭矩。通过在铁芯内设置磁钢片安装孔，将磁钢片安装在磁钢片

安装孔内，从而使得铁芯能够对磁钢片进行保护，防止磁钢片被撞击到。通过设计插孔配合

驱动爪来实现转子和电机轴的连接，一改现有的惯用的通过紧配合压紧在一起的固定方

式，使得装配转子和电机轴时无需压机进行挤压，装配时轻松省力，而且分开时也省力。

[0005] 本发明还包括挡接在磁钢片两端的磁钢片限位挡块。能够有效防止磁钢片产生轴

向窜动。

[0006] 作为优选，所述插孔的数量和所述磁钢片安装通孔的数量相等，所述磁钢片限位

挡块一一对应地连接在所述驱动爪上，所述驱动爪设有挡块连接孔，所述限位挡块螺纹连

接在所述挡块连接孔内。固定磁钢片限位挡块时方便。螺纹连接，不但不容易脱落，而且安

装拆卸磁钢片时无需分离电机轴和转子。

[0007] 作为优选，所述驱动爪和转子之间设有驱动爪紧固结构，所述驱动爪紧固结构包

括设置在驱动爪内的第一滑孔和第二滑孔，第二滑孔贯通驱动爪的位于所述插孔内的部分

的表面，所述第一滑孔连通所述挡块连接孔和第二滑孔，所述第一滑孔内穿设有传动销，所

述第二滑孔内穿设有可顶紧在所述插孔的侧壁上的顶销，所述限位挡块和传动销之间设有

当限位挡块插入挡块连接孔内的深度增加时驱动传动销朝向第二滑孔内移动的第一导向

斜面，所述顶销和传递销之间设有当顶销插入第二滑孔内的深度增加时驱动传动销朝向挡

块安装孔内移动的第二导向斜面。需要将驱动爪和转子固定在一起时，朝插入深度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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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转动磁钢片限位挡块，磁钢片限位挡块驱动传动销朝向第二滑孔内滑动，传动销驱动

顶销伸出第二滑孔而顶紧在插孔的侧壁上，从而将驱动爪同转子紧固在一起。需要分开驱

动爪和转子上，则反方向转动磁钢片限位挡块使得传递销不影响顶销的收缩，外拉驱动爪

时顶销即会产生收缩而失去顶紧作用。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磁钢片安装通孔的两端各设有一对供取出磁钢片时手指进入的抓

取缺口。磁钢片安装时太松则容易产生晃动，紧时则依靠重力作用不能够掉出，此时升降抓

取缺口、使得进行抓取时方便着力。

[0009] 作为优选，一对抓取缺口中的两个抓取缺口沿磁钢片的宽度方向分布。在磁钢片

较薄时也能够方便地进行抓取。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抓取缺口和磁钢片安装通孔之间形成拐点。当抓取缺口为沿转子

轴向贯通转子的结构方式时，抓取缺口的设置不会提供磁钢片移动的空间以及不会导致磁

钢片可以移动。

[0011] 本发明具有下述优点：对磁钢片的防护效果好，磁钢片不容易被碰撞到；一改现有

的电机轴和转子的连接方式，使得转子和电机轴之间进行连接时无需大型压紧进行作业，

而且分开转子和电机轴时省力。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图  1的A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的轴向示意图。

[0015] 图中：转子3、转子铁芯31、磁钢片32、磁钢片安装通孔33、抓取缺口331、拐点332、

插孔34、电机轴4、半轴41、驱动爪42、磁钢片限位挡块44、一字槽441、挡块连接孔45、光孔段

451、螺纹段452、驱动爪紧固结构5、滑块51、第一滑孔52、第二滑孔53、传动销54、顶销55、第

一导向斜面56、第二导向斜面57。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7] 参见图1，一种油烟机电机的转子转轴连接结构，包括转子3和电机轴4。

[0018] 转子3包括转子铁芯31和若干磁钢片32。转子铁芯31设有若干沿转子轴向延伸的

磁钢片安装通孔33。磁钢片安装通孔33的数量和磁钢片32的数量相等。磁钢片32一一对穿

设在磁钢片安装通孔33内转子铁芯31的两端设有若干沿转子的轴向延伸周向分布的插孔

34。位于转子铁芯31两端的插孔34的数量相等且同磁钢片安装通孔33的数量也相等。插孔

34和磁钢片安装通孔33沿转子的径向一一对应地对齐。

[0019] 电机轴4包括两个半轴41。半轴41设有若干驱动爪42。驱动爪42沿半轴的周向均匀

分布。驱动爪的数量同插孔34的数量相等。驱动爪42一一对应地插接在插孔34内。转子3和

半轴41之间仅通过驱动爪传递扭矩。驱动爪42上设有挡接在磁钢片32端部的磁钢片限位挡

块44。所有的驱动爪上的磁钢片限位挡块44一一对应地对磁钢片32进行挡接。磁钢片限位

挡块44和驱动爪42的具体连接方式为：驱动爪42上设有挡块连接孔45。挡块连接孔45沿转

子的径向延伸。挡块连接孔45的外端为螺纹段、内端为光孔段。光孔段的直径小于螺纹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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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磁钢片限位挡块44为螺杆结构。磁钢片限位挡块44螺纹连接在螺纹段内同挡块连接

孔45连接在一起。磁钢片限位挡块44的外端的端面上设有一字槽441。一字槽441供一字螺

丝刀转动磁钢片限位挡块44时用。驱动爪42和转子2之间设有驱动爪紧固结构5。

[0020] 参见图2，驱动爪紧固结构5包括滑块51、第一滑孔52、第二滑孔53、传动销54和顶

销55。滑块51穿设在挡块连接孔45的光孔段451内。滑块51伸至螺挡块连接孔45的螺纹段

452内。第一滑孔52和第二滑孔53都设置在驱动爪42内。

[0021] 第一滑孔52沿转子1的轴向延伸。第一滑孔52连通挡块连接孔45和第二滑孔53。第

二滑孔53沿转子的径向延伸。第二滑孔53贯通驱动爪的位于插孔内的部分的表面。传动销

54穿设在第一滑孔52内。顶销55穿设在第二滑孔53内。滑块51和传动销54之间设有第一导

向斜面56。第一导向斜面56的作用为当限位挡块插入挡块连接孔内的深度增加时驱动传动

销朝向第二滑孔内移动。顶销55和传动销54之间设有第二导向斜面57。第二导向斜面57的

作用为当顶销插入第二滑孔内的深度增加时驱动传动销朝向挡块安装孔内移动。

[0022] 参见图3，磁钢片安装通孔33有8个。8个磁钢片安装通孔33沿转子1的周向均匀分

布。磁钢片安装通孔33的两端各设有一对抓取缺口331。一对抓取缺口331中的两个抓取缺

口沿磁钢片32的宽度方向分布。抓取缺口331和磁钢片安装通孔33之间形成拐点332。

[0023] 参见图1到图3，拆卸磁钢片的过程为：用一字螺丝刀卡在一字槽442内转动磁钢片

限位挡块44而取下磁钢片限位挡块44、然后经手指伸入到抓取缺口331中抓住磁钢片32并

配合磁钢片的重力（即使磁钢片没有被磁钢片限位挡块44挡住的一端朝下）从而拉出磁钢

片即可。装配时将磁钢片插入磁钢片安装通孔33然后连接时磁钢片限位挡块44而抵接在磁

钢片的两端即可。

[0024] 将半轴安装到转子上的过程为：使驱动爪42一一对应地插入到插孔内到需要的深

度（以磁钢片限位挡块44能够顶紧磁钢片为准），然后转动磁钢片限位挡块44使得磁钢片限

位挡块44插入挡块连接孔45内的深度增加，磁钢片限位挡块44驱动滑块51内移，滑块51驱

动传递销54朝向第二滑孔移动，传递销驱动顶销55伸出而顶紧在挡块连接孔45的侧壁上从

而将驱动爪和转子铁芯锁紧在一起。对每一个驱动爪重复以上动作而实现锁紧。

[0025] 取下时只需要驱动磁钢片限位挡块44到不干涉顶销内缩到驱动爪内的位置，然后

外拉驱动爪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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