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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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361887.7

(22)申请日 2022.02.23

(73)专利权人 郴州宇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23000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

镇郴州大道高斯贝尔二期电子厂1栋

二楼郴州宇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李振华　刘国保　

(51)Int.Cl.

H01F 27/24(2006.01)

H01F 27/29(2006.01)

H01F 27/32(2006.01)

H01F 27/28(2006.01)

H01F 27/2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效节能大功率小体积的无骨架变压

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高效节能大功率小体

积的无骨架变压器；由磁芯组件、多股漆包线绕

组、铜片绕组、陶瓷基片和PCB板所组成；磁芯组

件由上、下对称的两磁芯块对插合拢而成，每块

磁芯块均由圆柱形中心柱，左右弧形侧柱及左右

扇形底部所构成；铜片绕组呈“C”字形圆弧状的

铜薄片，上、下两铜薄片之间夹一层陶瓷基片同

心叠合；多股漆包线绕组的两个相互串联饼状线

圈之间，上、下通过陶瓷基片再同心夹叠铜片绕

组。本实用新型具有损耗低、散热效果好、耐压强

度高、电流分布均匀安全可靠的效果，并且可以

降低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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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节能大功率小体积的无骨架变压器，由磁芯组件（1）、多股漆包线绕组（2）、

铜片绕组（3）、陶瓷基片（4）和PCB板（5）所组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磁芯组件（1）分上、下对称的两磁芯块（6）对插合拢而成，每块磁芯块（6）均由圆柱

形中心柱（7），左弧形侧柱（8），右弧形侧柱（9），及分别将左弧形侧柱（8）底部、圆柱形中心

柱（7）底部、右弧形侧柱（9）底部两两之间一体相连的左扇形底部（10）和右扇形底部（11）所

构成；左弧形侧柱（8）与右弧形侧柱（9）左右对称，左扇形底部（10）与右扇形底部（11）左右

对称；上述多股漆包线绕组（2）和铜片绕组（3）安装在磁芯组件（1）合拢的圆柱形中心柱（7）

上；磁芯组件（1）合拢在圆柱形中心柱（7）上形成的气隙之间用软胶填满；磁芯组件（1）、多

股漆包线绕组（2）和铜片绕组（3）之间用环氧树脂相连在一起；

所述多股漆包线绕组（2）是采用带有铁氟龙自粘层（12）包裹的多股漆包线，通过缠绕

使线与线之间叠成两个相互串联的饼状线圈（13），两个饼状线圈（13）的引出端组成为绕组

输入端（14）；

所述铜片绕组（3）是用两片或者两片以上呈“C”字形圆弧状，厚度为0.5‑1 .5mm的铜薄

片组合而成；铜薄片圆弧形部分（15）的内径与磁芯组件（1）的圆柱形中心柱（7）外径大小相

匹配，铜薄片圆弧的端部设计成不对称的中央引脚（16）和边引脚（17）；中央引脚（16）是其

中一端部依照铜薄片圆弧的径向所引出的脚，边引脚（17）是另一端部所引出的脚，边引脚

（17）平行偏离中央引脚（16）；所述铜片绕组（3）各铜薄片的中央引脚（16）、边引脚（17）一起

连接PCB板（5），通过PCB板（5）的覆铜线路，将铜薄片之间并联或者串联成为绕组输出端；

所述陶瓷基片（4）是由圆环形部分（18）和矩形部分（19）组合为呈“Ω”字形状，厚度为

0.1‑0.5mm的陶瓷薄片，陶瓷基片（4）的圆环形部分（18）内径与磁芯组件（1）的圆柱形中心

柱（7）外径大小相匹配，外径等于铜片绕组（3）铜薄片圆弧形部分（15）的外径；陶瓷基片（4）

的矩形部分（19）外接散热端；

所述的铜薄片组合是，上、下两铜薄片之间夹一层陶瓷基片（4）同心叠合；且上、下两铜

薄片正反面相对，使一层铜薄片的边引脚（17）在中央引脚（16）的左边，另一层铜薄片的边

引脚（17）在中央引脚（16）的右边，如此交替相叠；

所述多股漆包线绕组（2）的两个相互串联饼状线圈（13）之间，上、下同心夹叠所述铜片

绕组（3）；其中铜片绕组（3）最上层的铜薄片与多股漆包线绕组（2）的饼状线圈（13）之间夹

有一层陶瓷基片（4），同样，铜片绕组（3）最下层的铜薄片与多股漆包线绕组（2）的饼状线圈

（13）之间也夹有一层陶瓷基片（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节能大功率小体积的无骨架变压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磁芯块（6）的左弧形侧柱（8）截面积，磁芯块（6）的右弧形侧柱（9）截面积均要大于圆柱形

中心柱（7）截面积的0.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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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节能大功率小体积的无骨架变压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子变压器技术，具体涉及一种高效节能大功率小体积的无骨架

变压器。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的高频变压器是由线圈、骨架、磁芯组成，变压器线圈部分按初级线圈、

次级线圈及反馈绕组顺序绕制组成，其中初级绕组和反馈绕组在同一边，绕组之间用胶带

进行隔间绝缘；骨架将占用一定的空间，导致变压器的体积会变大，并且难以降低制造成

本。2017年03月15日，中国实用新型授权公告号CN206022065U，公开了一种无骨架的高频变

压器，包括磁芯组件和绕组线圈，磁芯组件上设有呈横向设置的磁芯轴，绕组线圈沿磁芯轴

的轴向方向层绕在其上，磁芯组件底部固定有绝缘板，绕组线圈引出的若干引线穿出绝缘

板并在绝缘板上形成接线端。该技术方案虽然在高频变压器内部取消骨架的结构，其可把

骨架的空间利用起来，单位体积高频变压器的功率更高，而且有利于节约制造成本。但是，

这样做出来的变压器存在磁芯与绕组间，以及每层绕组线圈之间还要绕有绝缘纸进行绝

缘，制作起来难度大，绕组与磁芯间在大功率满载散热效果不理想，耐压强度不高，并且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高效节能大功率小体积的无

骨架变压器，具有损耗低、散热效果好、耐压强度高、电流分布均匀安全可靠的效果，并且可

以降低制造成本。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采取以下技术方案进行：

[0005] 一种高效节能大功率小体积的无骨架变压器，由磁芯组件、多股漆包线绕组、铜片

绕组、陶瓷基片和PCB板所组成；

[0006] 所述磁芯组件分上、下对称的两磁芯块对插合拢而成，每块磁芯块均由圆柱形中

心柱，左弧形侧柱，右弧形侧柱，及分别将左弧形侧柱底部、圆柱形中心柱底部、右弧形侧柱

底部两两之间一体相连的左扇形底部和右扇形底部所构成；左弧形侧柱与右弧形侧柱左右

对称，左扇形底部与右扇形底部左右对称；

[0007] 上述多股漆包线绕组和铜片绕组安装在磁芯组件合拢的圆柱形中心柱上；磁芯组

件合拢的圆柱形中心柱气隙之间用软胶填满；磁芯组件、多股漆包线绕组和铜片绕组之间

用环氧树脂相连在一起；

[0008] 所述多股漆包线绕组是采用带有铁氟龙自粘层包裹的多股漆包线，通过缠绕使线

与线之间叠成两个相互串联的饼状线圈，两个饼状线圈的引出端组成为绕组输入端；

[0009] 所述铜片绕组是用两片或者两片以上呈“C”字形圆弧状，厚度为0.5‑1.5mm的铜薄

片组合而成；铜薄片圆弧形部分的内径与磁芯组件的圆柱形中心柱外径大小相匹配，铜薄

片圆弧的端部设计成不对称的中央引脚和边引脚；中央引脚是其中一端部依照铜薄片圆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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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所引出的脚，边引脚是另一端部所引出的脚，边引脚平行偏离中央引脚；所述铜片绕组

各铜薄片的中央引脚、边引脚一起连接PCB板，通过PCB板的覆铜线路，将铜薄片之间并联或

者串联成为绕组输出端；

[0010] 所述陶瓷基片是由圆环形部分和矩形部分组合为呈“Ω”字形状，厚度为0 .1‑

0.5mm的陶瓷薄片，陶瓷基片的圆环形部分内径与磁芯组件的圆柱形中心柱外径大小相匹

配，外径等于铜片绕组铜薄片圆弧形部分的外径；陶瓷基片的矩形部分外接散热端；

[0011] 所述的铜薄片组合是，上、下两铜薄片之间夹一层陶瓷基片同心叠合；且上、下两

铜薄片正反面相对，使一层铜薄片的边引脚在中央引脚的左边，另一层铜薄片的边引脚在

中央引脚的右边，如此交替相叠；

[0012] 所述多股漆包线绕组的两个相互串联饼状线圈之间，上、下同心夹叠所述铜片绕

组；其中铜片绕组最上层的铜薄片与多股漆包线绕组的饼状线圈之间夹有一层陶瓷基片，

同样，铜片绕组最下层的铜薄片与多股漆包线绕组的饼状线圈之间也夹有一层陶瓷基片。

[0013]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实用新型的磁芯块是锰‑镍‑锌铁氧体的磁芯体材料，具有高

频、高饱、电阻率高和磁通密度和低磁损耗的优良性能，在80℃及120℃以上温升及损耗与

25℃无明显变化，特别适合做大功率、体积小的无骨架变压器；其形状与结构使变压器温升

稳定，体积小，便于无骨架作业的组装作业。本实用新型变压器输入端采用高强度的带有铁

氟龙自粘层包裹的多股漆包线，工作电流大。本实用新型变压器输出端用呈“C”字形圆弧状

铜片作为绕组，层叠部分用高温绝缘材料的陶瓷基片隔离，变压器绕组之间、铜薄片与铜薄

片之间，输入与输出之间所垫的陶瓷基片可以方便次级绕组铜薄片所产生的热量传导到陶

瓷基片，散热性能大大的提升。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剖视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的电气原理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磁芯组件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陶瓷基片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铜片绕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多股漆包线绕组的两个饼状线圈相互串联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实用新型PCB板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是：1磁芯组件；2多股漆包线绕组；3铜片绕组；4陶瓷基片；5  PCB板；6磁

芯块；7圆柱形中心柱；8左弧形侧柱；9右弧形侧柱；10左扇形底部；11右扇形底部；12铁氟龙

自粘层；13饼状线圈；14绕组输入端；15铜薄片圆弧形部分；16中央引脚；17边引脚；18陶瓷

基片圆环形部分；19陶瓷基片矩形部分。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4] 参见图1‑图7，一种高效节能大功率小体积的无骨架变压器，由磁芯组件1、多股漆

包线绕组2、铜片绕组3、陶瓷基片4和PCB板5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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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所述磁芯组件1分上、下对称的两磁芯块6对插合拢而成，每块磁芯块6均由圆柱形

中心柱7，左弧形侧柱8，右弧形侧柱9，及分别将左弧形侧柱8底部、圆柱形中心柱7底部、右

弧形侧柱9底部两两之间一体相连的左扇形底部10和右扇形底部11所构成；左弧形侧柱8与

右弧形侧柱9左右对称，左扇形底部10与右扇形底部11左右对称；

[0026] 上述多股漆包线绕组2和铜片绕组3安装在磁芯组件1合拢的圆柱形中心柱7上；磁

芯组件1合拢在圆柱形中心柱7上形成的气隙之间用软胶填满；磁芯组件1、多股漆包线绕组

2和铜片绕组3之间用环氧树脂相连在一起；

[0027] 所述多股漆包线绕组2是采用带有铁氟龙自粘层12包裹的多股漆包线，通过缠绕

使线与线之间叠成两个相互串联的饼状线圈13，两个饼状线圈13的引出端组成为绕组输入

端14；

[0028] 所述铜片绕组3是用两片或者两片以上呈“C”字形圆弧状，厚度为0.5‑1 .5mm的铜

薄片组合而成；铜薄片圆弧形部分15的内径与磁芯组件1的圆柱形中心柱7外径大小相匹

配，铜薄片圆弧的端部设计成不对称的中央引脚16和边引脚17；中央引脚16是其中一端部

依照铜薄片圆弧的径向所引出的脚，边引脚17是另一端部所引出的脚，边引脚17平行偏离

中央引脚16；所述铜片绕组3各铜薄片的中央引脚16、边引脚17一起连接PCB板5，通过PCB板

5的覆铜线路，将铜薄片之间并联或者串联成为绕组输出端；

[0029] 所述陶瓷基片4是由圆环形部分18和矩形部分19组合为呈“Ω”字形状，厚度为

0.1‑0.5mm的陶瓷薄片，陶瓷基片4的圆环形部分18内径与磁芯组件1的圆柱形中心柱7外径

大小相匹配，外径等于铜片绕组3铜薄片圆弧形部分15的外径；陶瓷基片4的矩形部分19外

接散热端；

[0030] 所述的铜薄片组合是，上、下两铜薄片之间夹一层陶瓷基片4同心叠合；且上、下两

铜薄片正反面相对，使一层铜薄片的边引脚17在中央引脚16的左边，另一层铜薄片的边引

脚17在中央引脚16的右边，如此交替相叠；

[0031] 所述多股漆包线绕组2的两个相互串联饼状线圈13之间，上、下同心夹叠所述铜片

绕组3；其中铜片绕组3最上层的铜薄片与多股漆包线绕组2的饼状线圈13之间夹有一层陶

瓷基片4，同样，铜片绕组3最下层的铜薄片与多股漆包线绕组2的饼状线圈13之间也夹有一

层陶瓷基片4。

[0032] 所述磁芯组件1的磁芯块6是由三价铁离子作为主要阳离子和其它氧化物的混合

物组成的一种烧结成型的软磁铁氧体。

[0033] 进一步地，所述磁芯块6的左弧形侧柱8截面积，磁芯块6的右弧形侧柱9截面积均

要大于圆柱形中心柱7截面积的0.8倍。

[003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5] ①本实用新型的磁芯块6是锰‑镍‑锌铁氧体的磁芯体材料，电阻率高，具有高频、

高饱和磁通密度和低磁损耗的优良性能，在80℃及120℃以上温升及损耗与25℃无明显变

化，特别适合做大功率、体积小的无骨架变压器；其形状与结构使变压器温升稳定，体积小，

便于无骨架作业的组装作业；磁芯块6的左弧形侧柱8截面积，磁芯块6的右弧形侧柱9截面

积均大于圆柱形中心柱7截面积的0.8倍；由磁芯块6圆柱形中心柱7，左、右弧形侧柱9及左、

右扇形底部11所组成磁通回路，增大了磁路的有效截面积，减少了漏磁和漏感。通过与现有

技术相同高频状态下对比，发现本实用新型损耗比常规变压器小，能承受的功率大，成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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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于批量生产；

[0036] ②本实用新型变压器输入端14采用高强度的带有铁氟龙自粘层12包裹的多股漆

包线，比采用单股漆包线工作在高频状态，工作电流通过导体时的趋肤效应大大减少；使工

作电流大，电流产生的磁场比较均匀，利用率大大增加。但是多股漆包线的抗高压效果极较

差，绕制因难；因此本实用新型在绕制工艺时用带粘性的铁氟龙把线包裹一起，达到制作方

便抗高压能力强，便于批量生产的效果；

[0037] ③本实用新型变压器输出端用呈“C”字形圆弧状铜片作为绕组，层叠部分用高温

绝缘材料的陶瓷基片4隔离，“C”字形圆弧状铜片并联用电阻率低的材料相连，散热效果好，

损耗低；本实用新型的绕组结构无论是大电流，低电压满载输出时均有保障；

[0038] ④本实用新型变压器绕组之间、铜薄片与铜薄片之间，输入与输出之间所垫的陶

瓷基片4可以方便次级绕组铜薄片所产生的热量传导到陶瓷基片4；而陶瓷基片4的矩形部

分19可以有效地方便连接风冷铝合金翅片；

[0039] ⑤本实用新型变压器在磁芯组件1上直接组装多股漆包线绕组2与铜片绕组3，其

中磁芯组件1合拢的圆柱形中心柱7气隙之间用软胶填满；磁芯组件1、多股漆包线绕组2和

铜片绕组3之间用环氧树脂相连在一起，大大减少了产品之间因高频或电源板中振动回路

带来的振动噪音。绕组与磁芯之间有空隙，绕组间也有空隙散热性能大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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