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999239.5

(22)申请日 2020.06.03

(73)专利权人 江苏经纬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

区越溪街道苏旺路338号13幢

(72)发明人 秦井武　谭英徐　李亮　刘其猛　

王瑾瑜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顺天达专利商标代理

有限公司 44217

代理人 陆军

(51)Int.Cl.

H01R 13/73(2006.01)

H01R 31/02(2006.01)

H01R 13/40(2006.01)

H02M 1/00(2007.01)

H02G 5/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叠层母排及电力电子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叠层母排及电力电

子设备，所述叠层母排包括用于实现电容与功率

模块之间电气连接的板状主体；所述板状主体上

设有第一电气连接构件、第二电气连接构件以及

机械固定构件，且所述板状主体通过所述第一电

气连接构件及第一紧固件与所述电容电气连接、

通过所述第二电气连接构件及第二紧固件与所

述功率模块电气连接、通过所述机械固定构件及

第三紧固件与外部机械结构连接固定。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通过增加独立的机械固定构件，将叠层

母排的电气连接与机械固定相分离，即使在振动

工况下，也可保证叠层母排的电气连接不失效，

提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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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叠层母排，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实现电容与功率模块之间电气连接的板状主

体；所述板状主体上设有第一电气连接构件、第二电气连接构件以及机械固定构件，且所述

板状主体通过所述第一电气连接构件及第一紧固件与所述电容电气连接、通过所述第二电

气连接构件及第二紧固件与所述功率模块电气连接、通过所述机械固定构件及第三紧固件

与外部机械结构连接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叠层母排，其特征在于，所述板状主体包括电容连接部和功率

模块连接部，且电容连接部和功率模块连接部以呈L形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所述第一电气连

接构件位于所述电容连接部，所述第二电气连接构件位于所述功率模块连接部；所述机械

固定构件位于所述功率模块连接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叠层母排，其特征在于，所述板状主体包括依次相叠的至

少两个导电板和至少一个第一绝缘板，且所述第一绝缘板位于两个导电板之间；

所述机械固定构件包括位于所述导电板的第一开孔、位于所述第一绝缘板的第二开孔

以及设置于所述导电板的第一开孔内的第二绝缘板，所述第二开孔与所述第三紧固件相配

合，位于顶层的所述导电板上的第一开孔的尺寸大于所述第三紧固件的外径；

所述第二绝缘板上具有与所述第二开孔同轴的第三开孔，且所述第三开孔与所述第三

紧固件相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叠层母排，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固定构件还包括设置于顶部

的导电板的上表面的第三绝缘板，且所述第三绝缘板的尺寸大于所述第二绝缘板的尺寸；

所述第三绝缘板上具有第四开孔，所述第四开孔与所述第二开孔同轴，且所述第四开孔与

所述第三紧固件相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叠层母排，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固定构件位于多个所述第二

电气连接构件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叠层母排，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气连接构件包括贯穿所述

板状主体的第一连接紧固孔位以及分别焊接到其中一个所述导电板的第一导电柱。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叠层母排，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电气连接构件包括贯穿所述

板状主体的第二连接紧固孔位以及分别焊接到其中一个所述导电板的第二导电柱。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叠层母排，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导电板的表面具有绝缘膜。

9.一种电力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容、功率模块以及如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

所述的叠层母排，且所述板状主体通过所述第一电气连接构件及第一紧固件与所述电容电

气连接、通过所述第二电气连接构件及第二紧固件与所述功率模块电气连接、通过所述机

械固定构件及第三紧固件与用于固定所述功率模块的外部机械结构连接固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力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用于固定所述功率模块的

外部机械结构为散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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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层母排及电力电子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涉及电力电子设备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叠层母排及电

力电子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叠层母排又称复合母排，是一种多层复合结构连接排，在电力电子设备(例如轨道

交通电气设备)中，叠层母排连接于功率模块(例如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和电容之间，起到

电流导通的作用。与传统的、笨重的、费时和麻烦的配线方法相比，叠层母排具有低阻抗、抗

干扰、可靠性好、节省空间、装配简便快捷等特点。

[0003] 在现有的电力电子设备中，叠层母排直接安装固定在功率模块和电容上，例如，叠

层母排通过螺栓与功率模块的电气安装孔位连接紧固，通过螺栓与电容安装孔位连接紧

固，而缺少机械安装固定结构。

[0004] 然而，由于叠层母排体积较大、重量也相对较重，其对电容及功率模块的管脚容易

造成破坏，并导致其与功率模块或电容的机械连接存在失效的情况，特别是在振动工况下，

会同时导致其与功率模块或电容之间的电气连接失效，对周边环境构成安全威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针对上述叠层母排因缺少机械安装固定结构而导致电气连接

存在较大失效风险的问题，提供一种叠层母排及电力电子设备。

[000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叠层母排，包括用

于实现电容与功率模块之间电气连接的板状主体；所述板状主体上设有第一电气连接构

件、第二电气连接构件以及机械固定构件，且所述板状主体通过所述第一电气连接构件及

第一紧固件与所述电容电气连接、通过所述第二电气连接构件及第二紧固件与所述功率模

块电气连接、通过所述机械固定构件及第三紧固件与外部机械结构连接固定。

[0007] 优选地，所述板状主体包括电容连接部和功率模块连接部，且电容连接部和功率

模块连接部以呈L形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所述第一电气连接构件位于所述电容连接部，所述

第二电气连接构件位于所述功率模块连接部；所述机械固定构件位于所述功率模块连接

部。

[0008] 优选地，所述板状主体包括依次相叠的至少两个导电板和至少一个第一绝缘板，

且所述第一绝缘板位于两个导电板之间；

[0009] 所述机械固定构件包括位于所述导电板的第一开孔、位于所述第一绝缘板的第二

开孔以及设置于所述导电板的第一开孔内的第二绝缘板，所述第二开孔与所述第三紧固件

相配合，位于顶层的所述导电板上的第一开孔的尺寸大于所述第三紧固件的外径；

[0010] 所述第二绝缘板上具有与所述第二开孔同轴的第三开孔，且所述第三开孔与所述

第三紧固件相配合。

[0011] 优选地，所述机械固定构件还包括设置于顶部的导电板的上表面的第三绝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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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述第三绝缘板的尺寸大于所述第二绝缘板的尺寸；所述第三绝缘板上具有第四开孔，

所述第四开孔与所述第二开孔同轴，且所述第四开孔与所述第三紧固件相配合。

[0012] 优选地，所述机械固定构件位于多个所述第二电气连接构件之间。

[0013] 优选地，所述第一电气连接构件包括贯穿所述板状主体的第一连接紧固孔位以及

分别焊接到其中一个所述导电板的第一导电柱。

[0014] 优选地，所述第二电气连接构件包括贯穿所述板状主体的第二连接紧固孔位以及

分别焊接到其中一个所述导电板的第二导电柱。

[0015] 优选地，每一所述导电板的表面具有绝缘膜。

[001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电力电子设备，包括电容、功率模块以及如上所述

的叠层母排，且所述板状主体通过所述第一电气连接构件及第一紧固件与所述电容电气连

接、通过所述第二电气连接构件及第二紧固件与所述功率模块电气连接、通过所述机械固

定构件及第三紧固件与用于固定所述功率模块的外部机械结构连接固定。

[0017] 优选地，所述用于固定所述功率模块的外部机械结构为散热器。

[0018] 实施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叠层母排及电力电子设备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通过增加

独立的机械固定构件，将叠层母排的电气连接与机械固定相分离，即使在振动工况下，也可

保证叠层母排的电气连接不失效，提高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叠层母排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叠层母排的前视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叠层母排的俯视图；

[0022] 图4是图3中A-A线的局部剖面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叠层母排的仰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5] 如图1所示，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叠层母排的结构示意图，该叠层母排可应

用于变频器、不间断电源、变流器等电力电子设备，并实现上述电力电子设备中的功率单元

和母线电容的电气连接。本实施例的叠层母排包括板状主体，该板状主体用于实现电容与

功率模块之间的电气连接，即板状主体同时与电容与功率模块电气连接。具体地，上述板状

主体上设有第一电气连接构件  13、第二电气连接构件14以及机械固定构件15，且板状主体

通过第一电气连接构件13及第一紧固件(例如由螺钉与螺母配合形成的紧固件等)与电容

电气连接、通过第二电气连接构件14及第二紧固件(例如螺钉)与功率模块电气连接、通过

机械固定构件15及第三紧固件(例如螺钉)与外部机械结构(例如变频器或者变流器箱体内

部的钣金件或散热器等便于安装所述第三紧固件的组件)连接固定。

[0026] 上述叠层母排通过增加独立的机械固定构件，将叠层母排的电气连接与机械固定

相分离，极大地提高了叠层母排的稳定性，即使在振动工况下，也可保证叠层母排的电气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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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不失效，提高安全性。

[002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上述板状主体包括电容连接部11和功率模块连接

部12，且电容连接部11和功率模块连接部12以呈L形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例如电容连接部11

和功率模块连接部12可采用一体式结构。结合图2-3所示，第一电气连接构件13位于电容连

接部11，第二电气连接构件14位于功率模块连接部12；机械固定构件15位于功率模块连接

部12。通过上述结构，便于叠层母排与分别位于两个不同安装面的电容和功率模块连接。当

然，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电容和功率模块的安装位置，采用具有不同形状和结构的板状主

体。

[0028] 结合图4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另一实施例中，上述板状主体包括依次相叠的至少

两个导电板和至少一个第一绝缘板，且第一绝缘板位于两个导电板之间。电容连接部11和

功率模块连接部12分别包括至少两个导电板和至少一个第一绝缘板。为提高导电性能，电

容连接部11的导电板111与功率模块连接部12 的导电板121由同一导电金属板弯折而成，

同样地，电容连接部11的第一绝缘板与功率模块连接部12的第一绝缘板122由同一绝缘板

材弯折而成。

[0029] 在实际应用中，板状主体可包括三个导电板(例如铜板或铝板等)和两个第一绝缘

板，或者如图4所示，板状主体也可包括两个导电板和一个第一绝缘板。并且，导电板和第一

绝缘板可通过胶粘工艺粘接在一起。

[0030] 特别地，为避免导电板121老化，每一导电板121的表面可具有绝缘膜123  (电容连

接部11的表面可采用同样结构)，上述绝缘膜123具体可通过胶粘工艺粘接在一起(在导电

板121与第一绝缘板122相叠时，绝缘膜123与第一绝缘板122之间也采用胶粘压合方式固

定)，并在导电板121的边缘进行热压封边处理。

[0031] 在上述叠层母排中，机械固定构件15具体可通过以下方式构成：功率模块连接部

12的导电板121上具有第一开孔、功率模块连接部12的第一绝缘板122  上具有第二开孔，上

述导电板121的第一开孔内设置有第二绝缘板124，且第二开孔与第三紧固件相配合，位于

顶层的导电板121上的第一开孔的尺寸大于第三紧固件的外径。例如在第三紧固件为螺钉

时，上述第二开孔的形状和尺寸与该螺钉的螺柱的形状和尺寸相适配，位于顶层的导电板

121上的第一开孔的尺寸大于该螺钉的螺钉头的尺寸。第二绝缘板124的外周的形状和尺寸

与第一开孔的形状和尺寸匹配，且该第二绝缘板124上具有与第一绝缘板122上的第二开孔

同轴的第三开孔，且第三开孔与第三紧固件相配合(例如在第三紧固件为螺钉时，第三开孔

的形状和尺寸与该螺钉的螺柱的形状和尺寸相适配)。并且，第二绝缘板124可通过胶粘工

艺粘接在第一开孔内(例如粘接在对应的第一绝缘板及导电板上)。

[0032] 这样，作为第三紧固件的螺钉可依次穿过第三开孔、第二开孔并将叠层母排的功

率模块连接部锁紧固定到外部机械结构。因位于顶层的导电板121上的第一开孔的尺寸大

于螺钉的螺钉头的尺寸，在螺钉锁紧时，其不会与导电板121  接触，从而不会导电。上述第

二绝缘板124可提高板状主体的一致性，避免影响其机械性能。并且，由于机械固定构件15

与第二电气连接构件都位于板状主体的功率模块连接部12，因此机械固定构件15与功率模

块可固定到同一外部机械结构。

[0033] 结合图5所示，在第一绝缘板122的底部和顶部也具有绝缘膜123，绝缘膜  123在螺

钉穿过的位置可设有避让孔位126，这样，第一绝缘板122与支撑结构  (该支撑结构具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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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绝缘柱，设置在板状主体与外部机械结构之间)连接时，能避免支撑结构对绝缘膜123

的磨损。

[0034] 为提高安全性，上述机械固定构件还包括设置于顶部的导电板121的上表面的第

三绝缘板125，且该第三绝缘板125的尺寸大于第二绝缘板124的尺寸。该第三绝缘板125同

样可通过胶粘压合方式与位于顶部的导电板121和第二绝缘板124相固定。第三绝缘板125

上具有第四开孔，该第四开孔与第一绝缘板122  上的第二开孔同轴，且该第四开孔与第三

紧固件相配合(例如在第三紧固件为螺钉时，第四开孔的形状和尺寸与螺钉的螺柱的形状

和尺寸相适配。螺钉穿过上述第四开孔，且该螺钉在连接后，能够将压力传递至第三绝缘板

125，增大受力面积，同时，通过第三绝缘板125、第二绝缘板124的阶梯状结构，能将部分压

力分散至导电板121，避免对绝缘膜123造成损坏。

[0035] 通过上述方式，可增加螺钉与导电板121的爬电距离，有效减少漏电风险。当然，在

实际应用中，也可通过增大第一开孔来增加爬电距离，从而省去第三绝缘板125。

[0036] 由于功率模块自身具有一定的弹性，在振动的工况下容易导致板状主体出现局部

翘曲，进而影响连接的可靠性，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可将上述机械固定构件15设

置于多个第二电气连接构件14之间，即位于功率模块连接部12的中部。此外，上述机械固定

构件15也可设置于第一电气连接构件13与第二电气连接构件14之间的路径上。

[003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上述第一电气连接构件13包括贯穿板状主体(电

容连接部11)的第一连接紧固孔位以及分别焊接到其中一个导电板111 的第一导电柱，穿

过上述第一连接紧固孔位及第一导电柱的第一紧固件可锁紧到电容的连接端子，从而实现

导电板111与电容的电气连接。

[0038] 类似地，第二电气连接构件包括贯穿板状主体(功率模块连接部12)的第二连接紧

固孔位以及分别焊接到其中一个导电板121的第二导电柱141，穿过上述第二连接紧固孔位

及第二导电柱141的第二紧固件可锁紧到功率模块的连接端子，从而实现导电板121与功率

模块的电气连接。

[003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电力电子设备，该电力电子设备可以为变频器、变

流器等，且该电力电子设备包括电容(母线电容)、功率模块以及如上所述的叠层母排，且叠

层母排的板状主体通过第一电气连接构件及第一紧固件与电容电气连接、通过第二电气连

接构件及第二紧固件与功率模块电气连接、通过机械固定构件及第三紧固件与用于固定功

率模块的外部机械结构连接固定。

[0040]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上述用于固定功率模块的外部机械结构为散热

器。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

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该

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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