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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包括：定子，其具有定子芯和自定子

芯突出的齿；以及线圈，其在齿上卷绕有n(n为3

以上的整数)匝。在沿着齿自定子芯突出的方向

即第1方向的截面上，线圈的第k(k为整数并且1<

k<n)匝位于在齿上卷绕有线圈的范围的第1方向

上的中央，线圈的第k匝的截面积大于第1匝以及

第n匝的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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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机，其中，

所述电动机包括：

定子，其具有定子芯和自所述定子芯突出的齿；以及

线圈，其在所述齿上卷绕有n匝，n为3以上的整数，

在沿着所述齿自所述定子芯突出的方向即第1方向的截面上，

所述线圈的第k匝位于在所述齿上卷绕有所述线圈的范围的所述第1方向上的中央，k

为整数并且1<k<n，

所述线圈的第k匝的截面积大于第1匝以及第n匝的截面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机，其中，

所述线圈的第k匝的所述截面积是第1匝～第n匝的截面积中最大的，

从第k匝到第1匝，截面积逐渐减小，并且从第k匝到第n匝，截面积逐渐减小。

3.一种电动机，其中，

所述电动机包括：

定子，其具有定子芯和自所述定子芯突出的齿；以及

线圈，其在所述齿上卷绕有m匝，m为4以上的偶数，

在沿着所述齿自所述定子芯突出的方向即第1方向的截面上，

所述线圈的第j匝和第(j+1)匝是位于最靠近在所述齿上卷绕有所述线圈的范围的所

述第1方向上的中央的位置的两匝，j为整数并且1<j<m-1，

第j匝以及第(j+1)匝的截面积大于第(j-1)匝以及第(j+2)匝的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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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一种电动机。特别是，涉及一种电动机的线圈的构造。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在工业和车载用途中对电动机的需要日益高涨。其中，希望提高电动机的

效率以及低成本化。

[0003] 作为提高电动机的效率的方法之一，已知使配置在定子的槽内的线圈的槽满率提

高。通过提高线圈的槽满率，能在电动机的驱动时抑制由在线圈流动的电流引起的损失。

[0004] 作为提高线圈的槽满率的方法，提出了将使用了铜材的铸造线圈配置在槽内的结

构(例如参照专利文献1)。

[0005] 以往，在通过铸造或成形等形成线圈的情况下，为了使电阻均匀化而使线圈的截

面积均匀。另一方面，使电动机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热。在卷绕线圈的齿上，热易于

滞留于齿的中心。但是，由于线圈的截面积均匀，因此线圈的散热效果受其截面积约束。

[0006] 现有技术文献

[0007] 专利文献

[0008] 专利文献1：德国专利申请公开第102012212637号说明书

发明内容

[0009] 本公开鉴于该点，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线圈的散热效果而实现高效率的电动

机。

[0010] 为了达成所述的目的，本公开的电动机包括：定子，其具有定子芯和自定子芯突出

的齿；以及线圈，其在齿上卷绕有n(n为3以上的整数)匝。在沿着齿自定子芯突出的方向即

第1方向的截面上，线圈的第k(k为整数并且1<k<n)匝位于在齿上卷绕有线圈的范围的第1

方向上的中央，线圈的第k匝的截面积大于第1匝以及第n匝的截面积。

[0011] 采用该结构，线圈的易于滞留齿的热的中央部分的截面积较大，因此能在线圈内

使热效率平均化。由此，能够进一步提高线圈的散热效果。因而，能够实现高效率的电动机。

[0012] 另外，在本公开的电动机中，也可以是，线圈的第k匝的截面积是第1匝～第n匝的

截面积中最大的，从第k匝到第1匝，截面积逐渐减小，并且从第k匝到第n匝，截面积逐渐减

小。

[0013] 另外，本公开的另一电动机包括：定子，其具有定子芯和自定子芯突出的齿；以及

线圈，其在齿上卷绕有m(m为4以上的偶数)匝。在沿着齿自定子芯突出的方向即第1方向的

截面上，线圈的第j匝以及第(j+1)匝(j为整数并且1<j<m-1)是位于最靠近在齿上卷绕有线

圈的范围的第1方向上的中央的位置的两匝，第j匝以及第(j+1)匝的截面积大于第(j-1)匝

以及第(j+2)匝的截面积。

[0014] 采用该结构，线圈的易于滞留齿的热的中央部分的截面积较大，因此能在线圈内

使热效率平均化。由此，能够进一步提高线圈的散热效果。因而，能够实现高效率的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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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采用本公开，能够进一步提高线圈的散热效果，实现高效率的电动机。

附图说明

[0016] 图1A是表示实施方式的电动机的俯视图。

[0017] 图1B是表示实施方式的电动机的侧视图。

[0018] 图1C是图1B的1C-1C线处的剖视图。

[0019] 图2是图1C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3是表示在图2中改变了线圈的匝数的例子的剖视图。

[0021] 图4是表示在图2中将线圈的匝数变为偶数的例子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基于附图详细地说明本公开的实施方式。以下的优选的实施方式的说明在

本质上只不过是例示，完全不是想要限制本公开及其应用物或其用途。

[0023] (实施方式)

[0024] (电动机构造)

[0025] 图1A是表示实施方式的电动机的俯视图。图1B是表示实施方式的电动机的侧视

图。图1C是图1B的1C-1C线处的剖视图。但在任意图中都没有图示盖壳体等。电动机1在盖壳

体(未图示)的内部包括轴2、转子3、定子4、线圈U11～U41、V12～V42、W11～W41以及汇流条

51～54。

[0026] 这里，有时将轴2的长度方向(垂直于图1A的纸面的方向)称为Z轴方向，将与Z轴方

向正交的方向(平行于图1A的纸面的方向)称为X轴方向和Y轴方向。X轴方向与Y轴方向正

交。

[0027] “一体”或“一体化”不仅指将多个部件螺栓紧固或铆接等机械性地连接，也指利用

共价键、离子键以及金属键等材料键合使部件电连接而成的1个物体，或使整个部件通过熔

融等而被材料结合并电连接而成的1个物体的状态。

[0028] 转子3与轴2的外周接触地设置。转子3包含与定子4相对地沿轴2的外周方向交替

地配置有N极和S极的磁体31。在本实施方式中，作为用于转子3的磁体31，使用钕磁体，但能

够根据电动机的输出等，适当地改变磁体31的材料、形状以及材质。

[0029] 定子4具有实质为圆环状的定子芯41、沿定子芯41的内周等间隔地设置的多个齿

42以及分别设在齿42间的槽43。从Z轴方向观察，定子4在转子3的外侧与转子3隔开一定的

间隔地分开配置。

[0030] 例如在将含有硅等的电磁钢板层叠后进行冲裁加工来形成定子芯41。

[0031] 另外，在本实施方式中，转子3的磁极数是与定子4相对的N极为5个、S极为5个的共

计10极。槽43的数量为12个。但是，转子3的磁极数和槽43的数量并不特别限定于此，也能应

用其他的磁极数与槽数的组合。

[0032] 定子4具有12个线圈U11～U41、V12～V42、W11～W41。线圈U11～U41、V12～V42、W11

～W41分别安装于对应的齿42，在从Z轴方向观察时配置在对应的槽43内。也就是说，线圈

U11～U41、V12～V42、W11～W41集中卷绕于齿42。此外，线圈U11～U41与汇流条51成为一体

地配置，线圈V12～V42与汇流条52成为一体地配置，线圈W11～W41与汇流条53成为一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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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0033] 这里，表示线圈的附图标记UPQ、VPQ，WPQ中的第一个文字表示电动机1的各相(在

本实施方式的情况下是U相、V相以及W相)。第二个文字表示该相内的线圈的排列顺序。第三

个文字表示线圈的卷绕方向，在本实施方式中，1为顺时针方向，2为逆时针方向。因而，线圈

U11表示U相的排列顺序为第一个的线圈，并且卷绕方向为顺时针方向。线圈V42表示V相的

排列顺序为第4个的线圈，并且卷绕方向为逆时针方向。另外，顺时针是指自电动机1的中心

观察为右旋，“逆时针”是指自电动机1的中心观察为左旋。

[0034] 严密地说，线圈U11、U41为U相的线圈，线圈U22、U32是U-bar相(所产生的磁场的朝

向与U相的线圈相反)的线圈。但是，在以下的说明中，只要没有特别事先说明，则总称为U相

的线圈。线圈V12～V42和线圈W11～W41也同样分别总称为V相的线圈和W相的线圈。

[0035] (线圈截面的特征)

[0036] 图2是图1C的局部放大图。图2表示自定子芯41突出的齿42以及卷绕于齿42的线圈

5A。定子芯41位于电动机外侧，齿42位于电动机中心侧。线圈5A对应于图1C所示的线圈U11

～U41、V12～V42、W11～W41的任意者。例如将铜、铝、锌、镁、黄铜、铁以及SUS(Steel  Use 

Stainless，不锈钢)等的任意者作为主要的材料来形成线圈5A。

[0037] 这里，将齿42自定子芯41突出的方向设为R方向。图2表示沿着R方向的截面。在图2

中，线圈5A在齿42上卷绕有5匝。A1～A5分别表示第1匝～第5匝的线圈5A的截面。另外，附图

标记A1～A5有时也分别表示该截面A1～A5的截面积。

[0038] 在本实施方式中，线圈5A的各匝的截面积不均匀，是不同的。在R方向上，将在齿42

上卷绕有线圈5A的范围设为范围W。这里，线圈5A的第3匝的截面A3位于范围W的中央。线圈

5A的第3匝的截面A3的面积比位于范围W的两端的第1匝的截面A1以及第5匝的截面A5的面

积大。

[0039] 在图2的结构中，线圈5A的第3匝的截面A3的面积是第1匝的截面A1～第5匝的截面

A5中最大的。从第3匝到第1匝，截面积逐渐减小(A3>A2>A1)。从第3匝到第5匝，截面积逐渐

减小(A3>A4>A5)。换言之，线圈5A的截面积在范围W内从中央到两端逐渐减小。

[0040] 这样，通过增大线圈5A的易于滞留齿42的热的中央部分的截面积，能在线圈5A内

使热效率平均化。

[0041] 在本实施方式中，将线圈的匝数设为5，但本发明并不特别限定于此。能够根据电

动机1的尺寸或性能等，适当地改变线圈的匝数。

[0042] 图3是表示在图2中改变了线圈的匝数后的例子的剖视图。图3表示将线圈的匝数

设为7匝的情况下的结构。图3与图2同样，示出自定子芯41突出的齿42以及卷绕于齿42的线

圈5B。线圈5B与线圈5A同样，对应于图1C所示的线圈U11～U41、V12～V42、W11～W41的任意

者。例如将铜、铝、锌、镁、黄铜、铁以及SUS等的任意者作为主要的材料来形成线圈5B。

[0043] 线圈5B在齿42上卷绕有7匝。B1～B7分别表示第1匝～第7匝的线圈5B的截面。另

外，附图标记B1～B7有时也分别表示该截面B1～B7的截面积。

[0044] 在图3的结构中，线圈5B的第4匝的截面B4位于范围W的中央。线圈5B的第4匝的截

面B4的面积比位于范围W的两端的第1匝的截面B1以及第7匝的截面B7的面积大。在图3的结

构中，线圈5B的第4匝的截面B4的面积是第1匝的截面B1～第7匝的截面B7中最大的。从第4

匝到第1匝，截面积逐渐减小(B4>B3>B2>B1)。从第4匝到第7匝，截面积逐渐减小(B4>B5>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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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换言之，线圈5B的截面积在范围W内从中央到两端逐渐减小。

[0045] 即使在线圈的匝数为除5和7以外的匝数的情况下，也与这里说明的结构同样地构

成即可。即，当线圈的第k(k为整数并且1<k<n)匝位于在齿上卷绕有n(n为3以上的整数)匝

线圈的范围的中央时，使线圈的第k匝的截面积比第1匝和第n匝的截面积大即可。

[0046] 匝数也可以是偶数。图4是表示在图2中将线圈的匝数改变为偶数后的例子的剖视

图。图4表示将线圈的匝数设为8匝的情况的结构。图4与图2同样，示出自定子芯41突出的齿

42以及卷绕于齿42的线圈5C。线圈5C与线圈5A、5B同样，对应于图1C所示的线圈U11～U41、

V12～V42、W11～W41的任意者。例如将铜、铝、锌、镁、黄铜、铁以及SUS等的任意者作为主要

的材料来形成线圈5C。

[0047] 线圈5C在齿42上卷绕有8匝。C1～C8分别表示线圈5C的第1匝～第8匝的截面。另

外，附图标记C1～C8有时也分别表示该截面C1～C8的截面积。

[0048] 在图4的结构中，线圈5C的位于最靠近范围W的中央的位置的两匝是第4匝和第5

匝。即，第4匝的截面C4和第5匝的截面C5位于范围W的中央附近。第4匝的截面C4以及第5匝

的截面C5的面积比位于它们的两侧的第3匝的截面C3以及第6匝的截面C6的面积大。另外，

截面积C4、C5可以相同，也可以是任一者比另一者大。

[0049] 这样，通过增大线圈5C的易于滞留齿42的热的中央部分的截面积，能在线圈5C内

使热效率平均化。

[0050] 另外，即使在线圈的匝数为除8以外的偶数的情况下，也与这里说明的结构同样地

构成即可。即，当线圈的第j匝和第(j+1)(j为整数并且1<j<m-1)匝位于最靠近在齿上卷绕

有m(m为4以上的偶数)匝线圈的范围的中央的位置时，使线圈的第j匝以及第(j+1)匝的截

面积比第(j-1)匝以及第(j+2)匝的截面积大即可。

[0051] 如上所述，本实施方式的电动机1包括：定子4，其具有定子芯41和自定子芯41突出

的齿42；以及线圈5A，其在齿42上卷绕有n(n为3以上的整数)匝。在沿着齿42自定子芯41突

出的方向即第1方向的截面上，线圈5A的第k(k为整数并且1<k<n)匝位于在齿42上卷绕有线

圈5A的范围的第1方向上的中央，线圈5A的第k匝的截面积大于第1匝以及第n匝的截面积。

[0052] 由此，线圈5A的易于滞留齿42的热的中央部分的截面积较大，因此能在线圈5A内

使热效率平均化。由此，能够进一步提高线圈5A的散热效果。因而，能够实现高效率的电动

机。

[0053] 另外，在电动机1中，也可以是，线圈5A的第k匝的截面积是第1匝～第n匝的截面积

中最大的，从第k匝到第1匝，截面积逐渐减小，并且从第k匝到第n匝，截面积逐渐减小。

[0054] 另外，本实施方式的电动机1包括：定子4，其具有定子芯41和自定子芯41突出的齿

42；以及线圈5C，其在齿42上卷绕有m(m为4以上的偶数)匝。在沿着齿42自定子芯41突出的

方向即第1方向的截面上，线圈5C的第j匝和第(j+1)匝(j为整数并且1<j<m-1)是位于最靠

近在齿42上卷绕有线圈5C的范围的第1方向上的中央的位置的两匝，第j匝以及第(j+1)匝

的截面积大于第(j-1)匝以及第(j+2)匝的截面积。

[0055] 由此，线圈5C的易于滞留齿42的热的中央部分的截面积较大，因此能在线圈5C内

使热效率平均化。由此，能够进一步提高线圈5C的散热效果。因而，能够实现高效率的电动

机。

[0056] 产业上的可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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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本公开的电动机能够进一步提高线圈的散热效果。因而，在实现高效率且低成本

的电动机的方面是有用的。

[0058] 附图标记说明

[0059] 1、电动机；2、轴；3、转子；4、定子；5A、5B、5C、线圈；31、磁体；41、定子芯；42、齿；43、

槽；51、52、53、54、汇流条；A1～A5、线圈5A在各圈的截面；B1～B7、线圈5B在各圈的截面；C1

～C8、线圈5C在各圈的截面；U11、U22、U32、U41、V12、V21、V31、V42、W11、W22、W32、W41、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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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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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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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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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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