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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驱动装置

(57)摘要

在电动驱动装置中，产生与轴的旋转相应的

信号的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配置在控制装

置与电动机之间。电动机、控制装置和第一旋转

角度检测传感器一起被收容于外壳。产生与轴的

旋转相应的信号的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配

置于在轴的轴线方向上比控制装置更远离电动

机的位置处，并且配置在外壳的外部。第一旋转

角度检测传感器是具有磁体旋转件和磁检测元

件的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所述磁体旋转件包括

磁体并与轴一体旋转，所述磁检测元件对磁体的

磁进行检测。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是解析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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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轴；

电动机，所述电动机使所述轴旋转；

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在所述轴的轴线方向上与所述电动机分开配置，并对所述电

动机进行控制；

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所述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配置在所述控制装置与所述

电动机之间，并产生与所述轴的旋转相应的信号；

外壳，所述外壳具有设置有开口部的壳体和覆盖所述开口部的盖部，并且将所述电动

机、所述控制装置和所述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收容在一起；以及

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所述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配置于在所述轴的轴线方向

上比所述控制装置更远离所述电动机的位置处，并且配置在所述外壳的外部，并产生与所

述轴的旋转相应的信号，

所述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是具有磁体旋转件和磁检测元件的磁检测元件式传感

器，所述磁体旋转件包括磁体并与所述轴一体地旋转，所述磁检测元件对所述磁体的磁进

行检测，

所述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是解析器，

所述盖部由具有导电性的材料构成并且配置在所述控制装置与所述第二旋转角度检

测传感器之间，以使从所述控制装置至所述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的噪波的影响降低。

2.一种电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轴；

电动机，所述电动机使所述轴旋转；

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在所述轴的轴线方向上与所述电动机分开配置，并对所述电

动机进行控制；

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所述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配置在所述控制装置与所述

电动机之间，并产生与所述轴的旋转相应的信号；

外壳，所述外壳将所述电动机、所述控制装置和所述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收容在

一起；以及

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所述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配置于在所述轴的轴线方向

上比所述控制装置更远离所述电动机的位置处，并且配置在所述外壳的外部，并产生与所

述轴的旋转相应的信号，

所述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是具有磁体旋转件和磁检测元件的磁检测元件式传感

器，所述磁体旋转件包括磁体并与所述轴一体地旋转，所述磁检测元件对所述磁体的磁进

行检测，

所述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是解析器，

所述外壳具有壳体和盖部，所述壳体设置有开口部，所述盖部覆盖所述开口部，

在所述壳体内收容有所述电动机，

在所述盖部内收容有所述控制装置，

所述开口部被配置在所述电动机与所述控制装置之间的分隔壁封堵，

所述分隔壁的内周部成为将所述磁体旋转件与所述磁检测元件之间的空间分隔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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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位置板部，

所述传感器位置板部的厚度比所述分隔壁的、除了所述传感器位置板部之外的部分的

厚度薄。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磁检测元件安装于所述控制装置。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动机设置有接线构件，所述接线构件与所述电动机及所述控制装置分别电连

接，

所述接线构件配置在所述电动机与所述控制装置之间，

所述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配置在比所述接线构件更靠径向内侧处。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动机设置有接线构件，所述接线构件与所述电动机及所述控制装置分别电连

接，

所述接线构件配置在所述电动机与所述控制装置之间，

所述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配置在比所述接线构件更靠径向内侧处。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的至少一部分配置于在所述轴的轴线方向上与所述接

线构件重叠的范围内。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的至少一部分配置于在所述轴的轴线方向上与所述接

线构件重叠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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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驱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控制装置设置于电动机的电动驱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以往，已知有一种电动机，通过多个解析器各自检测转轴的旋转角度(例如参照专

利文献1)。此外，还已知有一种电动机，通过解析器和磁检测元件各自检测转轴的旋转角度

(例如参照专利文献2)。

[0003] 专利文献1：日本专利特开2014－30328号公报

[0004] 专利文献2：日本专利特开2002－81961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为了提高控制装置设置于电动机的电动驱动装置的可靠性，当将包括解析器的多

个传感器设置于电动驱动装置时，使解析器配置在靠近控制装置的位置处。因此，因从控制

装置产生的电磁噪波，而容易在解析器中产生检测误差。因而，为了抑制解析器的检测误差

的产生，需要扩大解析器与控制装置之间的距离。由此，电动驱动装置大型化。

[0007]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而作，其目的在于获得一种电动驱动装置，能提高

轴的旋转角度检测的可靠性，并且能抑制大型化。

[0008] 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0009] 本发明的电动驱动装置包括：轴；电动机，所述电动机使轴旋转；控制装置，所述控

制装置在轴的轴线方向上与电动机分开地配置，并对电动机进行控制；第一旋转角度检测

传感器，所述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配置在控制装置与电动机之间，并产生与轴的旋转

相应的信号；外壳，所述外壳将电动机、控制装置和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收容在一起；

以及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所述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配置于在轴的轴线方向上比

控制装置更远离电动机的位置处，并且配置在外壳的外部，并产生与轴的旋转相应的信号，

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是具有磁体旋转件和磁检测元件的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所述磁

体旋转件包括磁体并与轴一体地旋转，所述磁检测元件对磁体的磁进行检测，第二旋转角

度检测传感器是解析器。

[0010] 发明效果

[0011] 根据本发明的电动驱动装置，能将多个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应用于电动驱动装

置。由此，能提高轴的旋转角度检测的可靠性。此外，能将解析器靠近于控制装置进行配置。

由此，能抑制电动驱动装置大型化。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表示本发明实施方式1的电动驱动装置的剖视图。

[0013] 图2是表示图1的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的放大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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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3是表示图2的磁体旋转件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说明。

[0016] 实施方式1

[0017] 图1是表示本发明实施方式1的电动驱动装置的剖视图。在图中，电动驱动装置1具

有：轴2；电动机3，上述电动机3使轴2旋转；控制装置4，上述控制装置4对电动机3进行控制；

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和解析器6，上述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和解析器6分别产生与轴2的

旋转相应的信号；以及外壳7，上述外壳7将电动机3、控制装置4和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收

容在一起。电动驱动装置1例如用作车用电动动力转向装置的驱动装置。

[0018] 外壳7具有壳体71和盖部72，上述盖部72固定于壳体71。盖部72是与壳体71不同的

构件。

[0019] 在壳体71内收容有电动机3。此外，壳体71具有筒状部73和端壁部74，上述端壁部

74设置于筒状部73的端部。在筒状部73的一端部设置有开口部。筒状部73的另一端部通过

端壁部74封堵。在端壁部74的中央部处，凹部75形成为后侧轴承箱部。

[0020] 在盖部72中收容有控制装置4。此外，盖部72固定于筒状部73。另外，盖部72将筒状

部73的开口部覆盖。盖部72的厚度比壳体71的厚度大。盖部72由具有导热性和导电性的金

属材料构成。在本例中，由作为非磁性材料的铝合金构成的铸模成型件用作盖部72。在盖部

72的中央部处，通孔76形成为前侧轴承箱部。此外，在盖部72的与壳体71侧相反一侧的端部

设置有突起部77，上述突起部77用于使盖部72与未图示的减速机构的框架嵌合。

[0021] 轴2贯穿通孔76。此外，轴2具有第一端部2a和第二端部2b。轴2的第一端部2a作为

轴2的输出部位于外壳7的外侧。轴2的第二端部2b位于外壳7的内侧。

[0022] 通孔76与作为第一轴承的前侧轴承21嵌合，上述前侧轴承21对轴2的中间部进行

支承。凹部75与作为第二轴承的后侧轴承22嵌合，上述后侧轴承22对轴2的第二端部2b进行

支承。轴2经由前侧轴承21和后侧轴承22自由旋转地支承于外壳7。在轴2的第一端部2a处安

装有轴套23，上述轴套23是用于将轴2与未图示的减速机构连结的联结构件。

[0023] 电动机3具有：作为电枢的筒状的电动机定子31；以及配置在电动机定子31内侧的

电动机转子32。

[0024] 电动机定子31具有：筒状的定子铁芯311，上述定子铁芯311固定于筒状部73的内

周面；多个定子线圈312，多个定子线圈312设置于定子铁芯311；以及树脂制的绝缘件313，

上述绝缘件313夹在定子铁芯311与各定子线圈312之间。

[0025] 定子铁芯311由磁性材料构成。在本例中，多个电磁钢板层叠而成的层叠体被用作

定子铁芯311。此外，在本例中，定子铁芯311被压入筒状部73内。

[0026] 多个定子线圈312朝定子铁芯311的周向排列。多个定子线圈312各自具有从定子

铁芯311的轴线方向两端部突出的线圈边端。多个定子线圈312中通过控制装置4的控制而

流有三相交流电流。在电动机定子31中通过向多个定子线圈312供电而产生旋转磁场。

[0027] 在电动机定子31的靠盖部72一侧的端部处设置有沿着定子铁芯311周向的环状的

接线构件314。由此，接线构件314配置在电动机定子31与控制装置4之间。此外，接线构件

314具有：端子保持件315，上述端子保持件315是安装于绝缘件313的电绝缘性构件；以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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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电动机端子316，多个电动机端子316是设置于端子保持件315的导体。在本例中，端子保

持件315由树脂构成，各电动机端子316由铜构成。

[0028] 各电动机端子316选择性地连接有从多个定子线圈312分别伸出的多条导线317。

由此，多个定子线圈312的接线状态为星形接线或三角形接线。此外，各电动机端子316各自

连接有从控制端子4分别伸出的多个铜制的供电端子318。因此，接线构件314是将控制装置

4与电动机3电连接的中继构件。

[0029] 电动机转子32固定于轴2。由此，电动机转子32相对于电动机端子31而与轴2一体

地旋转。电动机转子32具有：固定于轴2的圆柱状的转子铁芯321；以及设置于转子铁芯321

外周部的多个磁体322。

[0030] 转子铁芯321由磁性材料构成。在本例中，多个电磁钢板层叠而成的层叠体被用作

转子铁芯321。多个磁体322朝电动机转子32的周向排列。在电动机转子32中，由多个磁体

322形成磁场。通过在电动机端子31中产生旋转磁场，从而使电动机转子32相对于电动机端

子31而与轴2一体地旋转。即，电动机3是三相永磁体同步电动机。

[0031] 在壳体71与盖部72之间的一部分处设置有连接器8。连接器8具有电源连接器部81

和未图示的信号连接器部。电源连接器部81和信号连接器部分别朝外壳7的外侧露出。电源

连接器部81连接有对控制装置4进行供电的电源。作为电源，例如可使用电池或交流发电

机。

[0032] 控制装置4在轴2的轴线方向上与电动机3分开配置。此外，控制装置4配置在比电

动机3更靠近轴2的第一端部2a的位置处。另外，控制装置4具有：多个功率电路41，多个功率

电路41对电动机3供给电力以驱动电动机3；控制基板42，上述控制基板42对各功率电路41

进行控制；未图示的脉冲电容器，上述脉冲电容器对电动机3中流动的电流的脉冲进行吸

收；未图示的扼流线圈，上述扼流线圈对比设定频率高的频率的电流的噪波进行吸收；以及

引线框43，上述引线框43与连接器8连接。

[0033] 引线框43具有：作为电绝缘性构件的树脂成型件；以及作为设置于树脂成型件的

导体的多个铜制的端子。在引线框43中，多个铜制的端子通过嵌件成型而与树脂成一体。在

引线框43的中央部设置有供轴2贯穿的通孔。此外，引线框43设置有筒状的突起部，上述突

起部从引线框43的通孔的内周面朝盖部72向轴线方向突出。盖部72在轴2的轴线方向上承

接引线框43的突起部。

[0034] 在引线框43中，通过多个端子各自进行连接器8与各功率电路41的电连接、连接器

8与控制基板42的电连接、各功率电路41彼此的电连接、各功率电路41与脉冲电容器的电连

接以及各功率电路41与扼流线圈的电连接。

[0035] 各功率电路41配置在引线框43与盖部72之间。此外，各功率电路41具有多个开关

元件，多个开关元件是对朝向电动机3的供电进行控制的发热部件。作为开关元件，例如可

使用功率MOSFET。另外，各功率电路41在与盖部72的内表面紧贴的状态下安装于盖部72。由

此，由各功率电路41产生的热量在盖部72中传递并散发至外部。即，盖部72具有作为将各功

率电路41的热量散发至外部的热沉的功能。

[0036] 各功率电路41设置有信号端子411和输出端子412。信号端子411经由引线框43的

端子而与控制基板42电连接。输出端子412经由引线框43的端子而与供电端子318电连接。

对功率电路41进行控制的指令从控制基板42经由信号端子411各自输送至各功率电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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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制基板42控制的电力从功率电路41经过输出端子412被输送至电动机3。

[0037] 控制基板42配置在比引线框43更靠近电动机3的位置处。此外，控制基板42支承于

引线框43。另外，控制基板42具有：玻璃环氧树脂制的基板421；以及分别装设于基板421的

微型计算机422和FET驱动电路423。控制基板42基于从连接器8的信号连接器部接收的外部

信息以及来自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和解析器6中至少任一个的信息，对各功率电路41进行

控制。作为外部信息，例如可列举表示车辆速度的车速信息。在本例中，控制基板42对各功

率电路41的控制为PWM控制。在各功率电路41中，各开关元件通过控制基板42的控制来进行

开关动作。由此，对电动机3的供电得以控制。

[0038] 在电动机3与控制装置4之间配置有树脂制的板9，上述板9是将壳体71的开口部封

堵的分隔壁。由此，防止异物从控制装置4一侧进入壳体71内。此外，外壳7内部的空间被板9

分隔成壳体71内部的空间和盖部72内部的空间。在板9的中央部设置有供轴2贯穿的通孔。

此外，板9设置有筒状的突起部91，上述突起部91从板9的通孔的内周面朝控制装置4一侧突

出。引线框43在轴2的轴线方向上承接板9的突起部91。

[0039] 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作为第一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而在轴2的轴线方向上配置

在电动机3与控制装置4之间。此外，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配置在比接线构件314更靠径向

内侧处。另外，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具有：磁体旋转件51，上述磁体旋转件51与轴2一体地

旋转；以及多个霍尔元件52，多个霍尔元件52是在轴2的轴线方向上与磁体旋转件51相对的

磁检测元件。

[0040] 磁体旋转件51配置在比板9更靠电动机3一侧处，各霍尔元件52配置在比板9更靠

控制装置4一侧处。板9的内周部成为传感器位置板部9a，上述传感器位置板部9a将磁体旋

转件51与各霍尔元件52之间的空间分隔。传感器位置板部9a的厚度比板9的、除了传感器位

置板部9a之外的部分的厚度薄。由此，能使磁体旋转件51与各霍尔元件52在轴2的轴线方向

上互相靠近。此外，在板9上，通过传感器位置板部9a而形成有朝控制装置4一侧凹陷的凹陷

部。磁体旋转件51的一部分配置在板9的凹陷部内。

[0041] 图2是表示图1的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的放大剖视图。此外，图3是表示图2的磁体

旋转件51的立体图。磁体旋转件51具有：环状的磁体53；以及将磁体53固定于轴2的磁体保

持件54。

[0042] 磁体53配置成包围轴2的周围。此外，磁体53具有沿磁体53的周向排列的多个磁

极。另外，磁体53被沿轴2的轴线方向励磁，以成为与电动机转子32相同的极对数。磁体53通

过粘接剂而被固定于磁体保持件54。

[0043] 磁体保持件54由磁性材料构成。在本例中，通过对金属板进行冲压加工来制作磁

体保持件54。此外，磁体保持件54通过相对于轴2的压入而被固定于轴2。由此，磁体53及磁

体保持件54与轴2及电动机转子32一体地旋转。磁体保持件54除了对磁体53进行保持的功

能之外，还具有作为形成磁体53的磁通的磁路的背轭的功能。

[0044] 各霍尔元件52在轴2的轴线方向上隔着传感器位置板部9a而与磁体53相对。此外，

各霍尔元件52对磁体53的磁进行检测。由各霍尔元件52检测的磁体53的磁随着磁体旋转件

51的旋转相应地变化。各霍尔元件52产生与检测出的磁相应的信号。由此，各霍尔元件52产

生与轴2的旋转相应的信号。各霍尔元件52设置于控制基板42的基板421。在本例中，三个霍

尔元件52在磁体53的周向上等间隔地配置。由此，在本例中，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以电动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11033973 B

7



机3的60度电角度的分辨率来检测轴2的旋转角度。

[0045] 如图1所示，解析器6作为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而配置于在轴2的轴线方向上

比控制装置4更远离电动机3的位置处。即，解析器6配置在比控制装置4更靠近轴2的第一端

部2a的位置处。由此，解析器6在轴2的轴线方向上配置在控制装置4的、与电动机3侧相反一

侧处。此外，解析器6配置在外壳7的外部。由此，控制装置4与解析器6之间被盖部72分隔开。

在本例中，解析器6配置在轴套23与盖部72之间。

[0046] 解析器6具有筒状的解析器定子61和配置于解析器定子61内侧的解析器转子62。

[0047] 解析器转子62固定于轴2。由此，解析器转子62与轴2一体地旋转。此外，解析器转

子62由磁性材料构成。另外，在解析器转子62的外周部设置有朝解析器转子62的周向排列

的多个突极。由此，解析器定子61与解析器转子62之间的间隙的大小随着解析器转子62的

旋转相应地变化。

[0048] 解析器定子61支承于盖部72。此外，解析器定子61具有：筒状的解析器定子铁芯；

以及分别设置于解析器定子铁芯的励磁线圈和多个检测线圈。在盖部72的外表面的通孔76

的周围设置有朝向控制装置4凹陷的凹陷部。励磁线圈和各检测线圈各自的一部分进入盖

部72的凹陷部。通过在对励磁线圈励磁的状态下使解析器转子62旋转，从而使多个检测线

圈产生与解析器转子62的旋转相应的信号。

[0049] 来自各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和解析器6的信号被输送至控制基板42。控制基板42

设置有元件式传感器用处理电路和解析器用处理电路，上述元件式传感器用处理电路对来

自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的信号进行处理，并对轴2的旋转角度进行检测，上述解析器用处

理电路对来自解析器6的信号进行处理，并对轴2的旋转角度进行检测。

[0050] 在此，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与控制装置4及电动机3一起被收容在外壳7的内部。

控制装置4和电动机3分别是产生电磁噪波的噪波产生源。但是，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的霍

尔元件52具有仅对特定方向的磁通进行检测的特性。因此，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不易产生

因电磁噪波而导致的检测误差。此外，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的检测灵敏度比解析器6的检

测灵敏度低。因此，即使从检测精度的观点来看，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也不易产生电磁噪

波的问题。

[0051] 另一方面，解析器6利用励磁线圈的励磁所产生的微弱的磁来检测轴2的旋转角

度。因此，解析器6是不耐电磁噪波的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与之相对的是，在控制装置4的

各功率电路41中，不仅流有大电流，还会产生因开关元件的动作而引起的开关噪波。因此，

将不耐电磁噪波的解析器6配置在控制装置4附近不太理想。

[0052] 但是，在本实施方式中，在控制装置4与解析器6之间配置有盖部72。盖部72发挥使

从控制装置4至解析器6的噪波的影响降低的屏蔽效果。由此，不易产生解析器6的检测误

差。

[0053] 即，在控制装置4所产生的电磁噪波中，解析器6容易受到不利影响的噪波是开关

噪波等高频分量的噪波。盖部72由具有导电性的材料构成，因此，若来自控制装置4的电磁

噪波到达盖部72，则会在盖部72中产生涡电流。高频成分的噪波容易受到盖部72中的涡电

流损失抑制。由此，盖部72发挥屏蔽效果，并在解析器6中不易产生检测误差。

[0054] 解析器6在对轴2的旋转角度进行检测时的分辨率和精度比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

在对轴2的旋转角度进行检测时的分辨率和精度高。因此，在通常时，基于由解析器6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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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旋转角度的信息，通过控制装置4对电动机3的动作进行控制。

[0055] 但是，例如在设置于控制基板42的解析器用处理电路发生故障或解析器6自身发

生故障而导致无法通过解析器6进行正常的旋转角度检测的情况下，控制装置4切换成基于

由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检测到的旋转角度的信息对电动机3的动作进行控制。即，在本实

施方式中，使用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作为解析器6的备份的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由此，可

实现电动驱动装置1中的轴2的旋转角度检测的可靠性的提高。

[0056] 在这样的电动驱动装置1中，电动机3、控制装置4和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被收容

于外壳7，并且解析器6配置于外壳7的外部，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配置在电动机3与控制装

置4之间，因此，能将多个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应用于电动驱动装置1，并能提高电动驱动装

置1中的轴2的旋转角度检测的可靠性。此外，能利用外壳7对解析器6屏蔽来自电动机3和控

制装置4各自的电磁噪波，并能将解析器6靠近于控制装置4进行配置。另外，能将磁检测元

件式传感器5配置在电动机3与控制装置4之间的死区空间。由此，能抑制电动驱动装置1大

型化。此外，不需要对解析器6屏蔽电磁噪波的专用部件，还能实现成本的降低。

[0057] 此外，由于壳体71的开口部被配置在电动机3与控制装置4之间的板9堵塞，因此，

能通过板9来防止异物进入壳体71内，能进一步实现电动驱动装置1的可靠性的提高。

[0058] 此外，各霍尔元件52安装于控制装置4，因此，不需要另外设置对各霍尔元件52进

行控制的专用的基板和进行各霍尔元件52的配线的构件。由此，能实现磁检测元件式传感

器5的设置空间的缩小和成本的降低。

[0059] 此外，电动机3设置有与电动机3及控制装置4分别电连接的接线构件314，磁检测

元件式传感器5配置在比接线构件314更靠径向内侧处，因此，能使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在

轴2的轴线方向上不易与接线构件314发生干涉。由此，能在实现电动驱动装置1的可靠性的

提高的情况下抑制电动驱动装置1在轴2的轴线方向上的大型化。

[0060] 此外，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的至少一部分配置于在轴2的轴线方向上与接线构件

314重叠的范围内，因此，能进一步抑制电动驱动装置1在轴2的轴线方向上的大型化。

[0061] 另外，在上述例中，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中的霍尔元件52的数量为三个，但并限

定于此，也可以将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中的霍尔元件52的数量例如设为一个、两个或四个

以上。

[0062] 此外，在上述例中，作为分隔壁的板9配置在各霍尔元件52与磁体53之间，但也可

以避开各霍尔元件52与磁体53之间来配置板9。例如，也可以通过将板9的传感器位置板部

9a配置在比磁体旋转件51更靠电动机3一侧，而不将板9配置在各霍尔元件52与磁体53之

间。这样一来，能使各霍尔元件52与磁体53之间的距离进一步靠近，能实现磁检测元件式传

感器5的检测灵敏度的提高。

[0063] 此外，在上述例中，使用霍尔元件52作为磁检测元件，但并不限定于此，例如也可

以使用磁阻效应元件作为磁检测元件。作为磁阻效应元件，可列举AMR(各向异性磁阻：

Anisotropic  Magneto  Resistive)元件、GMR(巨磁阻：Giant  Magneto  Resistive)元件、

TMR(隧道磁阻：Tunnel  Magneto  Resistive)元件等。

[0064] 此外，在上述例中，也可以将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5的至少一部分配置于在轴2的

轴线方向上与接线构件314重叠的范围内。例如，也可以将磁体旋转件51的一部分配置于在

轴2的轴线方向上与接线构件314重叠的范围内。这样一来，能进一步实现电动驱动装置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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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2的轴线方向上的尺寸的缩小。

[0065] 此外，在上述例中，电动机3为三相永磁体同步电动机，但并不限定于此，例如也可

以使电动机3为感应式电动机。

[0066] 此外，在上述例中，将一组三相绕组用于电动机3，但并不限定于此，也可以将多组

三相绕组用于电动机3，并且将与各组的三相绕组对应的多组功率电路41用于控制装置4。

[0067] (符号说明)

[0068] 1电动驱动装置；2轴；3电动机；4控制装置；5磁检测元件式传感器(第一旋转角度

检测传感器)；6解析器(第二旋转角度检测传感器)；7外壳；9板(分隔壁)；51磁体旋转件；52

霍尔元件(磁检测元件)；53磁体；71壳体；72盖部；314接线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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