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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汽车双速轮边电机，双电枢定子

定位在圆盘支架右边静止不动，双磁圈转子固定

在制动鼓外圆跟随车轮转动，内永磁圈的转子与

外圈式铁芯的定子组成低速轮边电机，外永磁圈

的转子与内圈式铁芯的定子组成高速轮边电机，

低速挡行驶时，启动低速轮边电机驱动左右后车

轮，高速挡行驶时，启动高速轮边电机驱动左右

后车轮，汽车制动时，双速轮边电机能给蓄电池

反充电；所述双速轮边电机有效利用制动鼓外圆

与轮辋内圆之间的剩余空间，不改变现有鼓式制

动器的结构，能够直接安装在车轮中，既不影响

鼓式制动器的工作，又不影响车轮的拆卸，所述

新能源汽车双速轮边电机应用在普通汽车上，很

容易使普通汽车升级改造为多驱动的新能源汽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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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能源汽车双速轮边电机，由新能源汽车的左后车轮、右后车轮、左鼓式制动

器、右鼓式制动器、左双速轮边电机、右双速轮边电机组成，其特征在于：新能源汽车的左后

车轮中设置左鼓式制动器(1)，左鼓式制动器的外圆设置左双速轮边电机(2)，左双速轮边

电机直接驱动左后车轮，右后车轮中设置右鼓式制动器(3)，右鼓式制动器的外圆设置右双

速轮边电机(4)，右双速轮边电机直接驱动右后车轮，左鼓式制动器、右鼓式制动器的型号

和左双速轮边、右双速轮边电机的型号以及它们的结构特征均相同，以右后轮的结构为例

说明，所述右后轮设置塔形轮轴(5)，塔形轮轴的粗轴上设置左轴承(6)、细轴上设置右轴承

(7)，左轴承、右轴承外圆安装轮毂(8)，塔形轮轴的细轴右端设置紧固螺丝帽(9)，紧固螺丝

帽将左轴承、右轴承、轮毂定位在塔形轮轴上，所述右鼓式制动器设置制动鼓(10)，制动鼓

右端设置圆台阶(11)，圆台阶连接在轮毂右端，制动鼓、圆台阶和轮毂一体化铸造成型，所

述右双速轮边电机设置双磁圈转子，所述双磁圈转子设置内导磁圈(12)和外导磁圈(13)，

内导磁圈和外导磁圈的右端焊接端盖(14)，内导磁圈内圆紧配合安装在制动鼓外圆，所述

外导磁圈的内圆设置内永磁圈(15)，内永磁圈由80块方形永磁体排列组成，方形永磁体是

用钕铁硼材料制造成型的强磁体，所述方形永磁体的极性是径向的，相邻的永磁体极性互

为相反,交替排列组成内永磁圈，内永磁圈吸附在外导磁圈的内圆中部，用AB胶粘接固定；

所述内导磁圈的外圆设置外永磁圈(16)，外永磁环由40块方形永磁体排列组成，方形永磁

体是用钕铁硼材料制造成型的强磁体，所述方形永磁体的极性是径向的，相邻的永磁体极

性互为相反,交替排列组成外永磁圈，外永磁圈吸附在内导磁圈的外圆中部，用AB胶粘接固

定；所述右双速轮边电机设置双电枢定子，所述双电枢定子设置铁芯圈架(17)，铁芯圈架的

外圆设置外圈式铁芯(18)，外圈式铁芯是用硅钢片叠加制造成型，外圈式铁芯的外圆设有

若干个T形齿牙和齿槽，齿槽内绕制外三相线圈(19)，外三相线圈连接为Y形式的电路输出，

所述齿槽内分别设置三个外霍尔传感器(20)，三个外霍尔传感器的间隔位置均相差60度的

电角度，外三相输出线和三个外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线合并一股低速电机的输出线；铁芯圈

架的内圆设置内圈式铁芯(21)，内圈式铁芯是用硅钢片叠加制造成型，内圈式铁芯的内圆

设有若干个T形齿牙和齿槽，齿槽内绕制内三相线圈(22)，内三相线圈连接为Y形式的电路

输出，所述齿槽内分别设置三个内霍尔传感器(23)，三个内霍尔传感器的间隔位置均相差

60度的电角度，内三相输出线和三个内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线合并一股高速电机的输出线，

铁芯圈架上端设置出线槽，所述低速电机的输出线和高速电机的输出线合并一股输出电缆

(24)从出线槽穿出；所述铁芯圈架的外圆左端紧配合安装左轴承(25)，所述外导磁圈内圆

右端紧配合安装右轴承(26)，所述左轴承、右轴承是相同型号的超薄轴承，所述铁芯圈架的

内圆左端紧配合安装水封(27)；所述双电枢定子安装在所述双磁圈转子内，安装时双电枢

定子右端对准双磁圈转子左端，将双电枢定子吸入双磁圈转子内，依靠双磁圈转子内的磁

力，使双电枢定子与双磁圈转子准确定位，所述左轴承外圆与所述外导磁圈内圆松配合安

装，所述右轴承内圆与所述铁芯圈架右端的外圆松配合安装，所述内永磁圈的左端、右端与

所述外圈式铁芯的左端、右端对齐，内永磁圈的内圆与外圈式铁芯的外圈之间形成均匀磁

场气隙一(28)，内永磁圈的转子与外圈式铁芯的定子组成低速轮边电机；所述外永磁圈的

左端、右端与所述内圈式铁芯的左端、右端对齐，外永磁圈的外圆与内圈式铁芯的内圈之间

形成均匀磁场气隙二(29)，外永磁圈的转子与内圈式铁芯的定子组成高速轮边电机；所述

右鼓式制动器设置圆盘支架(30)，圆盘支架中心连接在塔形轮轴左端的粗轴上，所述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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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设置上定位槽(31)和下定位槽(32)，所述铁芯圈架的左端设置上定位爪(33)和下定位

爪(34)，上定位爪位于上定位槽内，下定位爪位于下定位槽内；所述圆台阶设置4个螺母孔

(35)，圆台阶右端安装轮辋(36)，轮辋外圆是轮胎(37)，轮辋由4个螺丝钉(38)紧固在圆台

阶上；所述双速轮边电机是一种径向磁路的环形无刷永磁电机，安装在左右后轮中，所述双

电枢定子定位在圆盘支架右边静止不动，所述双磁圈转子固定在制动鼓外圆跟随车轮转

动，双速轮边电机在汽车低速挡行驶时，启动低速轮边电机直接驱动左右后车轮，双速轮边

电机在汽车高速挡行驶时，启动高速轮边电机直接驱动左右后车轮，汽车制动时，双速轮边

电机能给蓄电池反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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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双速轮边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新能源汽车的电机驱动装置，确切地说是一种新能源汽车双速轮

边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新能源汽车的电机驱动技术领域中，有一种直接驱动车轮的集成于车轮中

的轮边电机，它不需要改变发动机驱动系统的结构，不存在复杂的传动机械损耗，因此受到

广泛关注。申请号为“2015107137673”名称为“一种轮边电机驱动装置”的发明专利提供一

种轮边电机与制动器集成于车轮中的技术方案，它的不足之处在于：所述的轮边电机结构

比较复杂，成本高，而且与现有的普通汽车制动器不能够兼容，不能在现有的普通汽车基础

上直接升级改造成为新能源汽车。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轮边电机的缺点，本发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普通汽车能够

直接升级改造成新能源汽车的新能源汽车双速轮边电机。

[0004] 所述新能源汽车双速轮边电机的技术方案是由普通汽车的左后车轮、右后车轮、

左鼓式制动器、右鼓式制动器、左双速轮边电机、右双速轮边电机组成，其结构特点在于：在

普通汽车的左后车轮中设置左鼓式制动器，左鼓式制动器的外圆设置左双速轮边电机，左

双速轮边电机直接驱动左后车轮，右后车轮中设置右鼓式制动器，右鼓式制动器的外圆设

置右双速轮边电机，右双速轮边电机直接驱动右后车轮，左鼓式制动器、右鼓式制动器的型

号和左双速轮边、右双速轮边电机的型号以及它们的结构特征均相同，以右后轮的结构为

例说明，所述右后轮设置塔形轮轴，塔形轮轴的粗轴上设置左轴承、细轴上设置右轴承，左

轴承、右轴承外圆安装轮毂，塔形轮轴的细轴右端设置紧固螺丝帽，紧固螺丝帽将左轴承、

右轴承、轮毂定位在塔形轮轴上，所述右鼓式制动器设置制动鼓，制动鼓右端设置圆台阶，

圆台阶连接在轮毂右端，制动鼓、圆台阶和轮毂一体化铸造成型，所述右双速轮边电机设置

双磁圈转子，所述双磁圈转子设置内导磁圈和外导磁圈，内导磁圈和外导磁圈的右端焊接

端盖，内导磁圈内圆紧配合安装在制动鼓外圆，所述外导磁圈的内圆设置内永磁圈，内永磁

圈由80块方形永磁体排列组成，方形永磁体是用钕铁硼材料制造成型的强磁体，所述方形

永磁体的极性是径向的，相邻的永磁体极性互为相反,交替排列组成内永磁圈，内永磁圈吸

附在外导磁圈的内圆中部，用AB胶粘接固定；所述内导磁圈的外圆设置外永磁圈，外永磁环

由40块方形永磁体排列组成，方形永磁体是用钕铁硼材料制造成型的强磁体，所述方形永

磁体的极性是径向的，相邻的永磁体极性互为相反,交替排列组成外永磁圈，外永磁圈吸附

在内导磁圈的外圆中部，用AB胶粘接固定；所述右双速轮边电机设置双电枢定子，所述双电

枢定子设置铁芯圈架，铁芯圈架的外圆设置外圈式铁芯，外圈式铁芯是用硅钢片叠加制造

成型，外圈式铁芯的外圆设有若干个T形齿牙和齿槽，齿槽内绕制外三相线圈，外三相线圈

连接为Y形式的电路输出，所述齿槽内分别设置三个外霍尔传感器，三个外霍尔传感器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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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位置均相差60度的电角度，外三相输出线和三个外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线合并一股低速电

机的输出线；铁芯圈架的内圆设置内圈式铁芯，内圈式铁芯是用硅钢片叠加制造成型，内圈

式铁芯的内圆设有若干个T形齿牙和齿槽，齿槽内绕制内三相线圈，内三相线圈连接为Y形

式的电路输出，所述齿槽内分别设置三个内霍尔传感器，三个内霍尔传感器的间隔位置均

相差60度的电角度，内三相输出线和三个内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线合并一股高速电机的输出

线，铁芯圈架上端设置出线槽，所述低速电机的输出线和高速电机的输出线合并一股输出

电缆从出线槽穿出；所述铁芯圈架的外圆左端紧配合安装左轴承，所述外导磁圈内圆右端

紧配合安装右轴承，所述左轴承、右轴承是相同型号的超薄轴承，所述铁芯圈架的内圆左端

紧配合安装水封；所述双电枢定子安装在所述双磁圈转子内，安装时双电枢定子右端对准

双磁圈转子左端，依靠双磁圈转子内的磁力，将双电枢定子吸入双磁圈转子内，使双电枢定

子与双磁圈转子准确定位，所述左轴承外圆与所述外导磁圈内圆松紧配合安装，所述右轴

承内圆与所述铁芯圈架右端的外圆松紧配合安装，所述内永磁圈的左端、右端与所述外圈

式铁芯的左端、右端对齐，内永磁圈的内圆与外圈式铁芯的外圈之间形成均匀磁场气隙一，

内永磁圈的转子与外圈式铁芯的定子组成低速轮边电机；所述外永磁圈的左端、右端与所

述内圈式铁芯的左端、右端对齐，外永磁圈的外圆与内圈式铁芯的内圈之间形成均匀磁场

气隙二，外永磁圈的转子与内圈式铁芯的定子组成高速轮边电机；所述右鼓式制动器设置

圆盘支架，圆盘支架中心连接在塔形轮轴左端的粗轴上，所述圆盘支架设置上定位槽和下

定位槽，所述铁芯圈架的左端设置上定位爪和下定位爪，上定位爪位于上定位槽内，下定位

爪位于下定位槽内；所述圆台阶设置4个螺母孔，圆台阶右端安装轮辋，轮辋外圆是轮胎，轮

辋由4个螺丝钉紧固在圆台阶上。

[0005] 所述新能源汽车双速轮边电机的有益效果在于：所述双速轮边电机是一种径向磁

路的环形无刷永磁电机，安装在左右后轮中，所述双电枢定子定位在圆盘支架右边静止不

动，所述双磁圈转子固定在制动鼓外圆跟随车轮转动，双速轮边电机在汽车低速挡行驶时，

启动低速轮边电机直接驱动左右后车轮，双速轮边电机在汽车高速挡行驶时，启动高速轮

边电机直接驱动左右后车轮，汽车制动时，双速轮边电机能给蓄电池反充电；所述双速轮边

电机有效利用制动鼓外圆与轮辋内圆之间的剩余空间，设置双速轮边电机不改变现有鼓式

制动器的结构，能够直接安装在车轮中，既不影响鼓式制动器的工作，又不影响车轮的拆

卸；由于左右后车轮的双速轮边电机相当于4个轮边电机，分别驱动2个后车轮，每个轮边电

机的功率都比中央驱动的电机功率小，因此双速轮边电机体积小、重量轻；4个轮边电机动

力与发动机动力配合，经过人工智能控制，实现多种动力合理匹配，自动切换双速轮边电机

高低速动力，使新能源汽车工作在最佳的节能环保状态，所述新能源汽车双速轮边电机方

便有效地应用在普通汽车上，很容易使普通汽车升级改造为多驱动的新能源汽车。

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新能源汽车双速轮边电机安装在普通汽车左后轮、右后轮的结构示意图。

[0007] 图2为新能源汽车双速轮边电机右后轮后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下面结合附图作进一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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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在图1、图2中，普通汽车的左后车轮中设置左鼓式制动器1，左鼓式制动器的外圆

设置左双速轮边电机2，左双速轮边电机直接驱动左后车轮，右后车轮中设置右鼓式制动器

3，右鼓式制动器的外圆设置右双速轮边电机4，右双速轮边电机直接驱动右后车轮，左鼓式

制动器、右鼓式制动器的型号和左双速轮边、右双速轮边电机的型号以及它们的结构特征

均相同，以右后轮的结构为例说明，所述右后轮设置塔形轮轴5，塔形轮轴的粗轴上设置左

轴承6、细轴上设置右轴承7，左轴承、右轴承外圆安装轮毂8，塔形轮轴的细轴右端设置紧固

螺丝帽9，紧固螺丝帽将左轴承、右轴承、轮毂定位在塔形轮轴上，所述右鼓式制动器设置制

动鼓10，制动鼓右端设置圆台阶11，圆台阶连接在轮毂右端，制动鼓、圆台阶和轮毂一体化

铸造成型，所述右双速轮边电机设置双磁圈转子，所述双磁圈转子设置内导磁圈12和外导

磁圈13，内导磁圈和外导磁圈的右端焊接端盖14，内导磁圈内圆紧配合安装在制动鼓外圆，

所述外导磁圈的内圆设置内永磁圈15，内永磁圈由80块方形永磁体排列组成，方形永磁体

是用钕铁硼材料制造成型的强磁体，所述方形永磁体的极性是径向的，相邻的永磁体极性

互为相反,交替排列组成内永磁圈，内永磁圈吸附在外导磁圈的内圆中部，用AB胶粘接固

定；所述内导磁圈的外圆设置外永磁圈16，外永磁环由40块方形永磁体排列组成，方形永磁

体是用钕铁硼材料制造成型的强磁体，所述方形永磁体的极性是径向的，相邻的永磁体极

性互为相反,交替排列组成外永磁圈，外永磁圈吸附在内导磁圈的外圆中部，用AB胶粘接固

定；所述右双速轮边电机设置双电枢定子，所述双电枢定子设置铁芯圈架17，铁芯圈架的外

圆设置外圈式铁芯18，外圈式铁芯是用硅钢片叠加制造成型，外圈式铁芯的外圆设有若干

个T形齿牙和齿槽，齿槽内绕制外三相线圈19，外三相线圈连接为Y形式的电路输出，所述齿

槽内分别设置三个外霍尔传感器20，三个外霍尔传感器的间隔位置均相差60度的电角度，

外三相输出线和三个外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线合并一股低速电机的输出线；铁芯圈架的内圆

设置内圈式铁芯21，内圈式铁芯是用硅钢片叠加制造成型，内圈式铁芯的内圆设有若干个T

形齿牙和齿槽，齿槽内绕制内三相线圈22，内三相线圈连接为Y形式的电路输出，所述齿槽

内分别设置三个内霍尔传感器23，三个内霍尔传感器的间隔位置均相差60度的电角度，内

三相输出线和三个内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线合并一股高速电机的输出线，铁芯圈架上端设置

出线槽，所述低速电机的输出线和高速电机的输出线合并一股输出电缆24从出线槽穿出；

所述铁芯圈架的外圆左端紧配合安装左轴承25，所述外导磁圈内圆右端紧配合安装右轴承

26，所述左轴承、右轴承是相同型号的超薄轴承，所述铁芯圈架的内圆左端紧配合安装水封

27；所述双电枢定子安装在所述双磁圈转子内，安装时双电枢定子右端对准双磁圈转子左

端，将双电枢定子吸入双磁圈转子内，依靠双磁圈转子内的磁力，使双电枢定子与双磁圈转

子准确定位，所述左轴承外圆与所述外导磁圈内圆松紧配合安装，所述右轴承内圆与所述

铁芯圈架右端的外圆松紧配合安装，所述内永磁圈的左端、右端与所述外圈式铁芯的左端、

右端对齐，内永磁圈的内圆与外圈式铁芯的外圈之间形成均匀磁场气隙一28，内永磁圈的

转子与外圈式铁芯的定子组成低速轮边电机；所述外永磁圈的左端、右端与所述内圈式铁

芯的左端、右端对齐，外永磁圈的外圆与内圈式铁芯的内圈之间形成均匀磁场气隙二29，外

永磁圈的转子与内圈式铁芯的定子组成高速轮边电机；所述右鼓式制动器设置圆盘支架

30，圆盘支架中心连接在塔形轮轴左端的粗轴上，所述圆盘支架设置上定位槽31和下定位

槽32，所述铁芯圈架的左端设置上定位爪33和下定位爪34，上定位爪位于上定位槽内，下定

位爪位于下定位槽内；所述圆台阶设置4个螺母孔35，圆台阶右端安装轮辋36，轮辋外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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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37，轮辋由4个螺丝钉38紧固在圆台阶上。

[0010] 所述双速轮边电机是一种径向磁路的环形无刷永磁电机，安装在左右后轮中，所

述双电枢定子定位在圆盘支架右边静止不动，所述双磁圈转子固定在制动鼓外圆跟随车轮

转动，双速轮边电机在汽车低速挡行驶时，启动低速轮边电机直接驱动左右后车轮，双速轮

边电机在汽车高速挡行驶时，启动高速轮边电机直接驱动左右后车轮，汽车制动时，双速轮

边电机能给蓄电池反充电；所述双速轮边电机有效利用制动鼓外圆与轮辋内圆之间的剩余

空间，设置双速轮边电机不改变现有鼓式制动器的结构，能够直接安装在车轮中，既不影响

鼓式制动器的工作，又不影响车轮的拆卸；由于左右后车轮的双速轮边电机相当于4个轮边

电机，分别驱动2个后车轮，每个轮边电机的功率都比中央驱动的电机功率小，因此双速轮

边电机体积小、重量轻；4个轮边电机动力与发动机动力配合，经过人工智能控制，实现多种

动力合理匹配，自动切换双速轮边电机高低速动力，使新能源汽车工作在最佳的节能环保

状态，所述新能源汽车双速轮边电机方便有效地应用在普通汽车上，很容易使普通汽车升

级改造为多驱动的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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