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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拉紧螺杆型叠压铁芯的制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一种拉紧螺杆型叠压铁芯的制作

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铁芯冲片叠装、装

拉紧螺杆，对铁芯的铁芯冲片进行轴向分段施

压，铁芯冲片叠装并施压完后，在压紧状态下，初

步拧紧铁芯的拉紧螺杆的紧固元件；步骤2、紧实

处理，即对经初步拧紧的铁芯进行紧实处理；步

骤3、当铁芯在常温下，对经过紧实处理的铁芯的

拉紧螺杆进行再次拧紧；步骤4、点焊固定，即点

焊拉紧螺杆与其紧固元件，使铁芯固为一体。通

过在铁芯叠压过程中新增紧实处理及紧实处理

后的再次拧紧后再进行点焊成一个整体，避免了

叠压铁芯松动，叠压铁芯不易产生扭曲、变形，最

终保证电机的电气性能、并提高了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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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拉紧螺杆型叠压铁芯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铁芯冲片分段在轴向进行分段叠装、装拉紧螺杆，对铁芯的铁芯的各个轴向铁

芯分段进行轴向分段施压，铁芯冲片分段叠装并分段施压完后，在压紧状态下，初步拧紧铁

芯的拉紧螺杆的紧固元件，所述铁芯轴向分段施压的压力是相同的，或者铁芯轴向分段施

压的压力是逐段增加的，压力增幅为末段压力值是首段压力值的1.1倍至1.25倍之间；

步骤2、紧实处理，即对经初步拧紧的铁芯进行紧实处理，所述紧实处理方式为加热紧

实处理或振动时效紧实处理，所述加热紧实处理的铁芯的加热温度为：70℃至85℃；加热和

保温时间不超过24h；

步骤3、当铁芯在常温下，对经过紧实处理的铁芯的拉紧螺杆进行再次拧紧；

步骤4、点焊固定，即点焊拉紧螺杆与其紧固元件，使铁芯固为一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拉紧螺杆型叠压铁芯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紧实处理时，所述铁芯的放置为立式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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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拉紧螺杆型叠压铁芯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叠压铁芯的制造方法，尤其涉及一种拉紧螺杆型叠压铁芯的制作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叠压铁芯的类型包括：定子铁芯、转子铁芯、磁极铁芯等。在结构上，叠压铁芯至少

包括一组铁芯冲片的层叠、一组轴向紧固元件、及相对应的紧固件、锁紧装置和或点焊固定

结构。

[0003] 铁芯为叠压铁芯中的一种。铁芯至少包括一组铁芯冲片的层叠、及一组轴向紧固

元件，且该轴向紧固元件为拉紧螺杆，及对应该组拉紧螺杆的紧固元件、锁紧装置和或点焊

固定结构。

[0004] 对应叠压铁芯的类型，相应地铁芯的类型包括：拉紧螺杆型定子铁芯、拉紧螺杆型

转子铁芯、拉紧螺杆型磁极铁芯等。

[0005] 以上各种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定子铁芯、拉紧螺杆型转子铁芯、拉紧螺杆型磁极铁

芯等的制作方法大致相似。

[0006] 定子铁芯以其装配方式分为：外压装式定子铁芯、内压装式定子铁芯。相应于拉紧

螺杆型定子铁芯，则对应分为：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式定子铁

芯。

[0007] 下面以现有的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的制作方法为例进行说明，其

大致步骤为：

[0008] 步骤1、铁芯冲片叠装、装拉紧螺杆，对铁芯的铁芯冲片进行轴向分段施压，铁芯冲

片叠装并施压完后，在压紧状态下，拧紧铁芯的拉紧螺杆的紧固元件；

[0009] 步骤2、点焊固定，即点焊拉紧螺杆与其紧固元件，使铁芯固为一体。

[0010] 至此，完成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的叠压成型。

[0011] 由以上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的制作方法为例，其制作过程中，包

括：对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在压紧状态下拧紧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

芯的拉紧螺杆的紧固元件：螺母；然后点焊固定拉紧螺杆与其紧固元件：螺母，将常规的拉

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固为一体等各步骤的全部操作，均在常温下进行。

[0012] 这种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的制作方法存在的问题：

[0013] 在电机运行过程中，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的压紧程度易降低，甚

至产生松动现象，从而使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的振动增大，并相应增大电

机的噪音。电机长期运行，将导致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的紧固件疲劳破坏，

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出现局部发热，破坏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

铁芯中所嵌线圈的绝缘，从而破坏电机的电气性能。

[0014] 另一方面，在当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按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

式定子铁芯的制作方法进行叠压成型的制作过程中，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的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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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层叠装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应力未消除；同时，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的冲片在

上工序冲制过程中所产生的冲裁应力也未消除。因此，当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

铁芯按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的制作方法叠压成型后，常规的拉紧螺杆型外

压装式定子铁芯易产生扭曲、变形等问题。从而导致下工序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

嵌线困难、甚至破坏所嵌入的线圈的绝缘，最终破坏电机的电气性能。另外，在下工序拉紧

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套定子机座时，套装困难，甚至报废，增加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1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以上缺陷，提供叠压成型及运行过程中叠压铁芯的压紧程

度不降低，避免叠压铁芯松动，叠压铁芯不易产生扭曲、变形，最终保证电机的电气性能、并

提高工效、降低生产成本的一种拉紧螺杆型叠压铁芯的制作方法。

[001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拉紧螺杆型叠压铁芯的制作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17] 步骤1、铁芯冲片叠装、装拉紧螺杆，对铁芯的铁芯冲片进行轴向分段施压，铁芯冲

片叠装并施压完后，在压紧状态下，初步拧紧铁芯的拉紧螺杆的紧固元件；

[0018] 步骤2、紧实处理，即对经初步拧紧的铁芯进行紧实处理；

[0019] 步骤3、当铁芯在常温下，对经过紧实处理的铁芯的拉紧螺杆进行再次拧紧；

[0020] 步骤4、点焊固定，即点焊拉紧螺杆与其紧固元件，使铁芯固为一体。

[0021] 优选的，所述步骤1的铁芯轴向分段施压的压力是相同的。

[0022] 优选的，所述步骤1的铁芯轴向分段施压的压力是逐段增加的。

[0023] 优选的，所述逐段增加的压力增幅为末段压力值是首段压力值的1.1至1.25倍。

[0024] 优选的，步骤2紧实处理时，所述铁芯的放置为立式放置。

[0025] 优选的，所述步骤2紧实处理的方式为振动时效紧实处理。

[0026] 优选的，所述步骤2紧实处理的方式为加热紧实处理；

[0027] 优选的，加热紧实处理的铁芯的加热温度优选为：70℃至85℃；加热和保温时间不

超过24h。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是，通过在铁芯叠压过程中新增紧实处理及紧实处理后的

再次拧紧后再进行点焊成一个整体，一方面，避免电机在运行过程中铁芯的压紧程度降低，

使叠压铁芯不产生松动现象，减少铁芯的振动，相应降低电机的噪音。同时，避免电机在运

行过程中铁芯出现局部发热，避免破坏铁芯所嵌线圈的绝缘，从而保证电机的电气性能。降

低铁芯的铁损，改善电机的电气性能。另一方面，改进后，在当铁芯按改进后本发明的一种

铁芯的制作方法进行叠压成型的制作过程中，铁芯的铁芯冲片在层叠装配的过程中所产生

的应力得以消除；同时，铁芯的铁芯冲片在上工序冲制过程中所产生的冲裁应力也得以消

除。因此，当铁芯按改进后本发明的一种铁芯的制作方法叠压成型后，改进后的铁芯不易产

生扭曲、变形等问题。从而避免下工序铁芯嵌线困难、甚至破坏所嵌入的线圈的绝缘的问

题，最终保证电机的电气性能。另外，改进后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在下工序套装

定子机座时，套装顺利，提高工效、不产生报废，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1和实施例2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定子铁芯立放在烘炉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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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紧实处理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例3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立放在烘炉中加热紧实处理

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的实施例4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立放在烘炉中加热紧

实处理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为本发明的实施例5拉紧螺杆型主极铁芯立放在烘炉中加热紧实处理的结构

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4] 参照附图，一种拉紧螺杆型叠压铁芯的制作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35] 步骤1、铁芯冲片叠装、装拉紧螺杆，对铁芯的铁芯冲片进行轴向分段施压，铁芯冲

片叠装并施压完后，在压紧状态下，初步拧紧铁芯的拉紧螺杆的紧固元件；

[0036] 步骤2、紧实处理，即对经初步拧紧的铁芯进行紧实处理；

[0037] 步骤3、当铁芯在常温下，对经过紧实处理的铁芯的拉紧螺杆进行再次拧紧；

[0038] 步骤4、点焊固定，即点焊拉紧螺杆与其紧固元件，使铁芯固为一体。

[0039] 实施例一，参见附图1，本发明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定子铁芯1用本发明的一种铁芯

的制作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40] 步骤1、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铁芯冲片Ⅰ2叠装、装拉紧螺杆Ⅰ3，对定子

铁芯1进行轴向分段施压，铁芯冲片Ⅰ2叠装并施压完后，在压紧状态下，初步拧紧拉紧螺杆

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拉紧螺杆Ⅰ3的紧固元件:  螺母Ⅰ4；

[0041] 步骤2、紧实处理，即对经初步拧紧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进行紧实处

理；

[0042] 步骤3、当铁芯在常温下，对经过紧实处理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拉

紧螺杆Ⅰ3进行再次拧紧；（说明：若上步骤紧实处理采用的具体方式为：加热紧实处理，则该

步骤再次拧紧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拉紧螺杆Ⅰ3的操作，应在经加热的拉紧螺

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冷却到室温后再进行。）

[0043] 步骤4、点焊固定，即点焊拉紧螺杆Ⅰ3与其紧固元件:  螺母Ⅰ4，使拉紧螺杆型外压

装式定子铁芯1固为一体。

[0044] 至此，完成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叠压成型。

[0045] 实施例一中的所述步骤1中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轴向分段施压，压紧拉

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操作过程中，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在轴向分段进

行叠压，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各个铁芯分段所施压的压力可为：分段同压，即：

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各个轴向铁芯分段所施压的压力保持一致。在分段同压

的方式下，对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各个轴向铁芯分段所施压的压力值为常规

压力值，并满足常规设计要求。所述步骤1在压紧状态下初步拧紧所用工具为扭矩扳手，拧

紧力的大小为与一组拉紧螺杆Ⅰ3相对应的一组紧固元件，螺母Ⅰ4之间的拧紧力的大小相

当，并达到设计要求值。在压紧状态下初步拧紧时，拧紧顺序为：按对称方式进行，即：若拉

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呈圆型，则按圆周对称方式进行初步拧紧；若拉紧螺杆型外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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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式定子铁芯1呈轴向对称型，则按轴向对称方式进行初步拧紧。

[0046] 实施例一中的所述步骤2紧实处理时，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放置状态

为立式放置，即：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铁芯冲片Ⅰ2的层叠方向平行于水平面，

紧实处理的方式为加热紧实处理，采用加热紧实处理时，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

加热温度为75℃。；加热和保温时间不超过24h，，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加热方

式为电阻加热法，所述电阻加热法具体为将一组电气加热元件均匀分布在拉紧螺杆型外压

装式定子铁芯1的内壁、外壁，并在其上、下轴向高度均匀分布，对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

铁芯1进行加热升温；同时采用保温材料对该被加热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进行

包裹、覆盖以保温。

[0047] 实施例一中的所述步骤3再次拧紧所用工具为扭矩扳手，拧紧力的大小为用扭矩

扳手再次拧紧叠压铁芯，并使紧实处理后叠压铁芯的各个拉紧螺杆的拧紧力达到紧实处理

前的初次拧紧工序时叠压铁芯的各个拉紧螺杆的拧紧力的大小，拧紧顺序为按对称方式进

行，即：若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呈圆型，则按圆周对称方式进行初步拧紧；若拉紧

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呈轴向对称型，则按轴向对称方式进行初步拧紧。

[0048] 实施例二，参见附图1，本发明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定子铁芯1用本发明的一种铁芯

的制作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49] 步骤1、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铁芯冲片Ⅰ2叠装、装拉紧螺杆Ⅰ3，对定子

铁芯1进行轴向分段施压，铁芯冲片Ⅰ2叠装并施压完后，在压紧状态下，初步拧紧拉紧螺杆

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拉紧螺杆Ⅰ3的紧固元件:  螺母Ⅰ4；

[0050] 步骤2、紧实处理，即对经初步拧紧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进行紧实处

理；

[0051] 步骤3、当铁芯在常温下，对经过紧实处理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拉

紧螺杆Ⅰ3进行再次拧紧；（说明：若上步骤紧实处理采用的具体方式为：加热紧实处理，则该

步骤再次拧紧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拉紧螺杆Ⅰ3的操作，应在经加热的拉紧螺

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冷却到室温后再进行。）

[0052] 步骤4、点焊固定，即点焊拉紧螺杆Ⅰ3与其紧固元件:  螺母Ⅰ4，使拉紧螺杆型外压

装式定子铁芯1固为一体。

[0053] 至此，完成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叠压成型。

[0054] 实施例二中的所述步骤1中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轴向分段施压，压紧拉

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操作过程中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在轴向分段进

行叠压，各个轴向铁芯分段所施压的压力可优选为：分段增压，即：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

子铁芯1的前期的各个轴向铁芯分段所施压的压力保持一致，而对最后一个轴向铁芯分段

所施压的压力进行增加；最后一个轴向铁芯分段所施压力为：前期的各个轴向铁芯分段所

施压的压力的1.1倍。在分段增压的方式下，对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前期的各

个轴向铁芯分段所施压的压力值为常规压力值，并满足常规设计要求。所述步骤1在压紧状

态下初步拧紧所用工具为扭矩扳手，拧紧力的大小为与一组拉紧螺杆Ⅰ3相对应的一组紧固

元件，螺母Ⅰ4之间的拧紧力的大小相当，并达到设计要求值。在压紧状态下初步拧紧时，拧

紧顺序为：按对称方式进行，即：若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呈圆型，则按圆周对称方

式进行初步拧紧；若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呈轴向对称型，则按轴向对称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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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拧紧。

[0055] 实施例二中的所述步骤2紧实处理时，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放置状态

为立式放置，即：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铁芯冲片Ⅰ2的层叠方向平行于水平面，

紧实处理的方式为加热紧实处理，采用加热紧实处理时，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

加热温度为80℃。；加热和保温时间不超过24h，，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的加热方

式为烘炉加热法，所述烘炉加热法具体为将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放置在烘炉Ⅰ5

中进行加热、保温。

[0056] 实施例二中的所述步骤3再次拧紧所用工具为扭矩扳手，拧紧力的大小为用扭矩

扳手再次拧紧叠压铁芯，并使紧实处理后叠压铁芯的各个拉紧螺杆的拧紧力达到紧实处理

前的初次拧紧工序时叠压铁芯的各个拉紧螺杆的拧紧力的大小，拧紧顺序为按对称方式进

行，即：若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呈圆型，则按圆周对称方式进行初步拧紧；若拉紧

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1呈轴向对称型，则按轴向对称方式进行初步拧紧。

[0057] 实施例三，  参照附图2，实施例2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用本发明的一种铁

芯的制作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58] 步骤1、在机座7内进行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式定子铁芯6的铁芯冲片Ⅱ8的叠装、装

拉紧螺杆Ⅱ9，对定子铁芯6进行轴向分段施压，铁芯冲片Ⅱ8叠装并施压完后，在压紧状态

下，初步拧紧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式定子铁芯6的拉紧螺杆Ⅱ9的紧固元件:  螺母Ⅱ10；

[0059] 步骤2、紧实处理，即对经初步拧紧的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式定子铁芯6进行紧实处

理；

[0060] 步骤3、当铁芯在常温下，对经过紧实处理的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式定子铁芯6的拉

紧螺杆Ⅱ9进行再次拧紧；（说明：若上步骤采用紧实处理的具体方式为：加热紧实处理，则

该步骤再次拧紧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的拉紧螺杆Ⅱ9的操作，应在经加热的拉紧螺

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冷却到室温后再进行。）

[0061] 步骤4、点焊固定，即点焊拉紧螺杆Ⅱ9与其紧固元件:  螺母Ⅱ10，使拉紧螺杆型内

压装式定子铁芯6固为一体。

[0062] 至此，完成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的叠压成型。

[0063] 实施例三的所述步骤1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分段施压，压紧：拉紧螺杆型

内压装定子铁芯6的操作过程中，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在轴向分段进行叠压，各个

轴向铁芯分段所施压的压力可优选为：分段逐渐增压，即：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的

各个轴向铁芯分段所施压的压力分段逐渐增加；最后一个轴向铁芯分段所施压力为：第一

个轴向铁芯分段所施压的压力的1.25倍。在分段逐渐增压的方式下，对拉紧螺杆型内压装

定子铁芯6的第一个轴向铁芯分段所施压的压力值为常规压力值。初步拧紧所用工具为扭

矩扳手，拧紧力的大小为与一组拉紧螺杆Ⅱ9相对应的一组紧固元件：螺母Ⅱ10之间的拧紧

力的大小相当，并达到设计要求值，拧紧顺序优选为：按对称方式进行初步拧紧，即：若拉紧

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呈圆型，则按圆周对称方式进行初步拧紧；若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

子铁芯6呈轴向对称型，则按轴向对称方式进行初步拧紧。

[0064] 实施例三的所述步骤2紧实处理时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的放置状态为立

式放置，即：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的铁芯冲片Ⅱ8的层叠方向平行于水平面，紧实处

理的方式为振动时效紧实处理，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的类型为拉紧螺杆型内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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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定子铁芯、及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即：将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式定子铁芯在

叠压成型后与机座一同进行振动时效紧实处理；将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在叠

压成型后与转子支架一同进行振动时效紧实处理。

[0065] 实施例三的所述步骤3再次拧紧所用工具为扭矩扳手，拧紧力的大小为用扭矩扳

手再次拧紧叠压铁芯，并使紧实处理后叠压铁芯的各个拉紧螺杆的拧紧力达到紧实处理前

的初次拧紧工序时叠压铁芯的各个拉紧螺杆的拧紧力的大小。，拧紧顺序为按对称方式进

行再次拧紧，即：若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呈圆型，则按圆周对称方式进行再次拧紧；

若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呈轴向对称型，则按轴向对称方式进行再次拧紧。

[0066] 实施例四，参照附图3，实施例4用本发明的一种铁芯的制作方法，其包括以下步

骤：

[0067] 步骤1、在转子支架13上进行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的铁芯冲片Ⅲ

14叠装、装拉紧螺杆Ⅲ15，对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进行轴向分段施压，铁芯

冲片Ⅲ14叠装并施压完后，在压紧状态下，初步拧紧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

的拉紧螺杆Ⅲ15的紧固元件:  螺母Ⅲ16；

[0068] 步骤2、紧实处理，即对经初步拧紧的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进行紧

实处理；

[0069] 步骤3、当铁芯在常温下，对经过紧实处理的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

的拉紧螺杆Ⅲ15进行再次拧紧；（说明：若上步骤紧实处理采用的具体方式为：加热紧实处

理，则该步骤再次拧紧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的拉紧螺杆Ⅲ15的操作，应在

经加热的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却到室温后再进行。）

[0070] 步骤4、点焊固定，即点焊拉紧螺杆Ⅲ15与其紧固元件:  螺母Ⅲ16，使拉紧螺杆型

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固为一体。

[0071] 至此，完成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的叠压成型。

[0072] 本发明实施例四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所述步骤2紧实处理的方

式可为：振动时效紧实处理。紧实处理时，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的放置状态

为立式放置，即：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的铁芯冲片Ⅲ14的层叠方向平行于

水平面。

[0073] 其余本发明实施例四拉紧螺杆型带转子支架的转子铁芯12的制作方法的具体内

容与上述本发明的实施例三拉紧螺杆型内压装定子铁芯6的制作方法的具体内容大致相

同。

[0074] 实施例五，  参照附图4，实施例5用本发明的一种铁芯的制作方法，其包括以下步

骤：

[0075] 步骤1、拉紧螺杆型主极铁芯18的铁芯冲片Ⅳ19叠装、装拉紧螺杆Ⅳ20，对主极铁

芯18进行轴向分段施压，铁芯冲片Ⅳ19叠装并施压完后，在压紧状态下，初步拧紧拉紧螺杆

型主极铁芯18的拉紧螺杆Ⅳ20的紧固元件:  螺母Ⅳ21；

[0076] 步骤2、紧实处理，即对经初步拧紧的拉紧螺杆型主极铁芯18进行紧实处理；

[0077] 步骤3、当铁芯在常温下，对经过紧实处理的拉紧螺杆型主极铁芯18的拉紧螺杆Ⅳ

20进行再次拧紧；（说明：若上步骤紧实处理采用的具体方式为：加热紧实处理，则该步骤再

次拧紧拉紧螺杆型主极铁芯18的拉紧螺杆Ⅳ20的操作，应在经加热的拉紧螺杆型主极铁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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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冷却到室温后再进行。）

[0078] 步骤4、点焊固定，即点焊拉紧螺杆Ⅳ20与其紧固元件:  螺母Ⅳ21，使拉紧螺杆型

主极铁芯18固为一体。

[0079] 至此，完成拉紧螺杆型主极铁芯18的叠压成型。

[0080] 本发明的实施例五拉紧螺杆型主极铁芯的紧实处理方式采用加热紧实处理。紧实

处理时，拉紧螺杆型主极铁芯18的放置状态为立式放置，即：拉紧螺杆型主极铁芯18的铁芯

冲片Ⅳ19的层叠方向平行于水平面。

[0081] 本发明实施例五拉紧螺杆型直接套转轴的转子铁芯的制作方法的具体内容与上

述本发明的实施例一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定子铁芯1的具体内容大致相同。

[0082] 本发明通过在铁芯叠压过程中新增紧实处理及紧实处理后的再次拧紧后再进行

点焊成一个整体，一方面，避免电机在运行过程中铁芯的压紧程度降低，使叠压铁芯不产生

松动现象，减少铁芯的振动，相应降低电机的噪音。同时，避免电机在运行过程中铁芯出现

局部发热，避免破坏铁芯所嵌线圈的绝缘，从而保证电机的电气性能。降低铁芯的铁损，改

善电机的电气性能。另一方面，改进后，在当铁芯按改进后本发明的一种铁芯的制作方法进

行叠压成型的制作过程中，铁芯的铁芯冲片在层叠装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应力得以消除；

同时，铁芯的铁芯冲片在上工序冲制过程中所产生的冲裁应力也得以消除。因此，当铁芯按

改进后本发明的一种铁芯的制作方法叠压成型后，改进后的铁芯不易产生扭曲、变形等问

题。从而避免下工序铁芯嵌线困难、甚至破坏所嵌入的线圈的绝缘的问题，最终保证电机的

电气性能。另外，改进后的拉紧螺杆型外压装式定子铁芯在下工序套装定子机座时，套装顺

利，提高工效、不产生报废，降低生产成本。

[0083] 以上只是本发明的几个实施范例。本发明申请请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只限于所述实

施方式。凡与本实施例等效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一种拉紧螺杆型

叠压铁芯的制作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余类似的叠压铁芯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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