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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 2 )具有制动元件( 16 )和释放装置

(14)，其中，电机(2)的转子(4)具有制动元件

(16)和释放装置(14)。电机(2)例如位于轨道车

辆(10)中。为了在驱动系统中的故障的情况下制

动电机(2)的转子(4)，由电机(2)产生过载力矩。

借助过载力矩触发过载离合器(12)。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6页

CN 109565217 A

2019.04.02

CN
 1
09
56
52
17
 A



1.一种电机(2)，具有制动元件(16)和释放装置(14)，其中，电机(2)的转子(4)具有所

述制动元件(16)和所述释放装置(14)，其特征在于，过载离合器(12)能够通过释放所述制

动元件(16)被触发，其中，所述制动元件(16)设置成在释放后用于从转子(4)离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机(2)，其中，释放装置(14)具有绑箍(14)。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机(2)，其中，制动元件是永磁体或软磁元件。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机(2)，其中，所述触发能够被热诱导并且尤其

涉及绕组短路。

5.一种轨道车辆(10)，具有电机(2)和能借助电机(2)驱动的轮对(1)，其中，电机(2)与

轮对(1)能够在电机(2)的故障情况下分离，其特征在于，针对故障情况设置制动元件(16)，

制动元件从电机(2)的转子(4)离开进入电机(2)的空气间隙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轨道车辆(10)，其中，轮对(1)能够通过传动装置(7)借助电机

(2)驱动。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轨道车辆(10)，其中，设计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

述的电机(2)。

8.一种用于制动用于驱动车辆，尤其是轨道车辆(10)或道路车辆的电机(2)的转子(4)

的方法，其中，在车辆(10)的驱动系统中出现故障的情况下，由电机(2)产生过载力矩，其特

征在于，为了产生过载力矩，转子(4)的制动元件(16)径向地从转子(4)离开。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转子(4)停止运转。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方法，其中，借助过载力矩触发过载离合器(12)。

11.根据权利要求8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驱动系统中的故障是定子(3)中的

绕组短路。

12.根据权利要求8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为了在故障情况下产生过载力矩，

使绑箍(16)剥离，其中，绑箍在无故障的运行中保持制动元件(16)。

13.根据权利要求8至12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为了识别定子(3)中的绕组短路并

且触发过载离合器，使用机械的作用链。

14.根据权利要求8至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

所述的电机。

15.根据权利要求8至1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使用在尤其是根据权利

要求5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轨道车辆(10)中，或者使用在道路车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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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电机

[0001] 一种电机，如同步电机或异步电机例如用作驱动系统中的驱动马达。驱动系统例

如用于驱动车辆，其中，驱动系统至少具有电机。此外，驱动系统可具有传动装置和/或离合

器。车辆例如是道路车辆或轨道车辆，如有轨电车、机车、动车、轻轨等。也就是说，利用电机

可驱动轨道车辆或道路车辆。

[0002] 在轨道车辆或道路车辆中例如存在一个、两个或更多个驱动系统。因此，在轨道车

辆中尤其可安装许多变换器或驱动器，例如马达-传动装置组合。在一个驱动器或多个驱动

器失效的情况下，没有例如由于故障而失效的剩余的驱动器可进一步运行。也可能失效的

变流器，尤其是变换器也可是驱动器的一部分。在个别变换器、传动装置或马达失效的情况

下，车辆可在冗余运行中和/或在紧急运行中进一步运行。

[0003] 为了在故障情况下避免驱动系统上的损坏，如在DE  10  2013  104  558  A1中那样

可设置过载离合器，过载离合器在驱动系统中(例如由于滚动轴承损坏造成)的锁止时将驱

动系统与轮对分离。

[0004] 由DE  1  118  339已知了一种具有在马达轴上可轴向移动地布置的制动盘的电动

机，制动盘与马达轴通过具有倾斜的止推面的离合器连接并且在马达接通时延续至转子

芯。制动盘处于力存储器的作用下，力存储器优选布置在制动盘与转子之间并且制动盘在

马达切断时远离转子地并且朝弹性预紧的制动块地挤压。通过马达轴的取决于被驱动的质

量件的离心力的进一步运行，马达轴相对于制动盘转动，制动盘结合离合器的倾斜的止推

面提高制动压力。力存储器例如是在制动盘与转子之间围绕马达轴布置的螺旋弹簧或例如

布置在制动盘上的离心力杠杆。

[0005] 由DE  2  805  863  A1已知了用于轨道车辆车厢的驱动系统和用于识别驱动系统中

的过载情况的方法。建议了一种用于轨道车辆车厢的驱动系统，其包括轮对轴和用于将转

矩从驱动单元传递至轮对轴的大齿轮。具有预设的开关力矩的过载离合器与轮对轴抗转动

地连接，并且使大齿轮与轮对轴抗转动地耦合。过载离合器在超过开关力矩时相对于轮对

轴释放大齿轮。通过使用布置在驱动轮对的大齿轮上或中的优选自动的过载离合器，可避

免在例如锁止驱动单元时锁止驱动系统。驱动单元包括转矩产生装置(例如电动牵引马达)

和转矩传递装置(例如传动装置)。过载离合器分离来自驱动单元的驱动系统和输出侧的区

域中的即在轮对轴与传动装置之间的驱动轮对。如果在驱动系统中，例如在传动装置中出

现锁止，那么驱动系统通过过载离合器中断，过载离合器释放轮对轴，从而反应力矩不能够

从驱动轮对导入传动装置。驱动轮对在通过过载离合器释放后在没有与轨道车辆车厢的转

矩耦合的情况下作用为导轮对。

[0006] 本发明的任务在于提高电机或车辆，尤其是轨道车辆的运行安全性。

[0007] 该任务的解决方案在电机方面根据权利要求1实现，在轨道车辆方面根据权利要

求5或在用于制动转子的方法方面根据权利要求8实现。本发明的扩展设计方案例如根据权

利要求1至4、6、7和9至15得到。

[0008] 电机，如同步电机或异步电机具有制动元件和释放装置。释放装置用于释放制动

元件。借助制动元件例如产生摩擦力。电机的转子具有制动元件和释放装置。同步电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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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永磁激励的同步电机，其转子具有永磁体。电机尤其具有过载离合器或与过载离合器连

接。通过释放制动元件可触发过载离合器。因为通过被释放的制动元件形成导致触发过载

离合器的力矩，所以产生触发。通过释放制动元件实现从转子离开。通过从转子离开，制动

元件完全或部分到达转子与定子之间的间隙。在释放后，制动元件设置用于从转子离开，并

且从该转子离开。因此，制动元件可通过摩擦和/或相对于定子和/或转子的楔入有助于增

加制动力矩。当通过制动力矩达到过载力矩时，通过制动力矩产生过载离合器的触发。

[0009] 当例如一个永磁激励的马达或多个永磁激励的马达安装在车辆中，如轨道车辆

中，或另外的驱动系统中，并且这样的马达随着绕组短路而失效，就将该马达与变换器断

开。在识别到绕组短路后，所述有故障的一个马达或多个马达不再继续被馈予外部电压。但

在没有其它附加措施的情况下，有故障的马达或不再被馈给馈电电压的马达的转子仍然会

继续旋转。在轨道车辆的情况下，这通过车轮-轨道接触发生，通过车轮-轨道接触，相应的

转子即便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也继续通过行驶的车辆被置于或可被置于旋转中。这可能意

味着，即使当马达与在正常运行时馈电给马达的变换器断开时，或者不再由变换器馈电时，

有缺陷的定子绕组(例如存在绕组短路)也受到永磁转子的感应。这通过转子磁链造成。感

应电压驱使故障电流经过定子中的故障部位。这可能导致电弧和/或高的局部的电流热损

失，其可能使定子绕组的绝缘材料过热。这也可能导致定子绕组的绝缘材料燃烧和/或其电

绝缘作用丧失或减小。此外，可能通过放热导致定子中的导体绕组的熔化，其中，导体绕组

例如由铜或铜合金构成。这也可能向外被引导到马达(其是电机)上导致发热，形成轻微或

较重的烟气等。

[0010] 在电机的具体设计方案中，该电机具有安全离合器。安全离合器的任务是在故障

情况下分离马达与旋转部件，即例如与轨道车辆的轮对分离，从而马达的转子不再旋转。因

此可实现电压不再感应到定子绕组中。由此可阻止对要停止运转的、亦即尤其在定子中出

现绕组短路的马达的进一步的损害和/或加热。因此，上述的作用不再可能出现。

[0011] 在电机的设计方案中，安全离合器通过制动元件激活，其中，制动元件例如是永磁

体或软磁元件。如果安全离合器是从特定的转矩开始松开该离合器的离合器，那么通过制

动元件实现的是达到或超过必需的转矩，以便触发安全离合器和使电机的转子与进一步旋

转的部件分离，部件例如是轨道车辆的轮对。在故障情况下，通过释放装置释放制动元件，

以便能够制动电机的转子，并且因此增加转矩，通过转矩触发安全离合器，以便使转子与驱

动系统分离。

[0012] 在电机的设计方案中，制动元件具有有棱角的横截面，如三角形的横截面或四边

形或五边形的横截面。通过棱角能够改进制动作用。

[0013] 在电机的设计方案中，制动元件具有圆形的、半圆形的或椭圆形的横截面。因此能

够实现的是，制动作用或在制动时的力矩曲线是更柔和的。

[0014] 在电机的设计方案中，释放装置具有绑箍。在电机的转子的各自的端部上，一个制

动元件或大量制动元件例如在嵌有磁体的永磁转子的极隙中通过一个绑箍或多个绑箍保

持。玻璃纤维绑箍和/或碳纤维绑箍例如适用于作为绑箍材料。在设计方案中，一个制动元

件或多个制动元件具有和电工钢片相同的或类似的材料特性。制动元件例如可板状地实

施，其中，为此例如使用电工钢片。制动元件也可具有软磁复合材料或由其构成。因此，电磁

特性轴向地在转子长度上保持至少几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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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针对绑箍的可能的材料是以固化物(Verfestiger)浸渍的玻璃纤维垫子或碳纤维

垫子。固化物的熔化温度例如在大约200℃与大约300℃之间，尤其是在大约250℃与大约

280℃之间。固化物的玻璃化温度也可位于该范围内。热塑性塑料尤其适用于此。为了在故

障情况下根据功率和/或转速和/或定子温度影响制动元件的释放，不同的熔化温度的固化

物可用于不同的电机。所使用的垫子的纤维强度和/或纤维厚度也可根据电机选择，以便能

够实现安全的触发。垫子可具有织物结构、纤维结构和/或基质结构。垫子也可实施为带。

[0016] 绑箍可关于为此使用的材料，在考虑到绑箍的基质和纤维中的临界温度的情况下

匹配于特定的温度特性。例如可使用基质在超过玻璃化温度的情况下的明显的机械特性下

降(推力负载的区域)。也可使用绑箍中的纤维在相关的温度范围以上的特性改变。相关的

温度范围例如由在短路情况下预期的温度预设。在触发温度以上，绑箍中纤维的强度会降

低，从而制动元件在电机的旋转运行时不再能够得到保持，并且例如进入空气间隙中。纤维

例如可具有塑料(如聚酯PET)或者也具有玻璃，玻璃在更高的温度中改变其特性并且例如

减小其抗拉强度。

[0017] 绑箍也可关于设计结构被调整。因此，在绑箍中可设置剪切区域或推力区域

(Schubfeld)，用于支持基质主导的机械特性改变。在与针对基质选出的材料的组合中可调

整绑箍的热膨胀，从而例如从大约200℃开始不再存在摩擦传力。这也可以受设计原理的影

响。

[0018] 在绑箍的另外的设计方案中，针对绑箍可设置一种三明治结构。在此，例如两个复

合层的机械分离可通过软化的三明治内芯(热塑性的结构)进行。

[0019] 具有定子和转子的电机的持续运行和过负载运行之间的温度差异越高，那么释放

装置，即尤其是绑箍可越精密地设置调节。在电机的设计方案中，持续运行与过负载运行之

间的温度差异是至少20开尔文。

[0020] 在电机的设计方案中，绑箍在制动元件的区域中被削弱强度。绑箍在被保持永磁

体的区域中的平均强度比绑箍在至少一个制动元件的区域中的平均强度更高。因此可调节

制动元件的释放敏感性，而不会影响针对永磁体的保持能力。

[0021] 当转子转动时，离心力作用到制动元件上。如果在定子中出现绕组短路，那么定子

及进而转子都变热。通过变热，保持制动元件的转子的绑箍被削弱强度。绑箍施加向心力。

如果绑箍强度削弱，该绑箍便不再能够施加足够的向心力，制动元件就会至少部分与转子

分离并且例如进入空气间隙中，或者蹭到径向外部元件，如定子上。因此，绑箍在此也用作

针对制动元件的释放装置。通过制动元件与径向外部元件的摩擦产生制动力矩。

[0022] 在电机的设计方案中，电机具有过载离合器，其中，过载离合器通过释放制动元件

触发。这通过出现的制动力矩产生。如果通过径向向外移动的制动元件产生的制动力矩超

过预设的阈值，那么过载离合器触发，并且电机的转子与另外的转动部件，如轮对分离。过

载离合器因此用作安全离合器。

[0023] 释放装置用作针对安全离合器的触发机构，安全离合器实现为过载离合器。过载

离合器通过超过运行和突然短路力矩的触发力矩而发生转换，并因此分离(例如马达与轮

对)。高的锁止/制动力矩通过至少一个在绕组短路情况下从转子离开进入电机的空气间隙

中的制动元件形成。因此，用于分离马达与驱动系统的安全离合器在故障情况下(也在车辆

中)内在地由马达本身触发。例如通过数字信号导致的外部触发是不需要的。在电机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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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中，所述触发可被热诱导并且尤其涉及绕组短路。

[0024] 轨道车辆可装备有电机和可借助电机驱动的轮对，其中，电机与轮对可在电机的

故障情况下分离。轮对在此可通过传动装置借助电机驱动。为了在故障情况下此外还可提

供轨道车辆的运行，安全离合器设置用于分离电机。触发可通过所描述的类型的制动元件

或通过另外的机构实现。针对故障情况尤其设置了从电机的转子离开进入电机的空气间隙

的制动元件。

[0025] 道路车辆可装备有电机和至少一个可电气驱动的车轮，其中，电机与车轮可在电

机的故障情况下分离。车轮在此可通过传动装置或直接借助电机驱动。为了在故障情况下

此外还可提供道路车辆的运行，安全离合器设置用于分离电机。触发可通过所描述的类型

的制动元件或通过另外的机构实现。

[0026] 在具有借助绑箍保持在整个转子表面上的表面磁体的转子中，当绑箍通过在绕组

短路时的加热作用发生剥离时，绑箍可在绑箍的相应的设计中也作用为释放元件，并且表

面磁体作用为制动元件。

[0027] 在用于制动用于驱动轨道车辆的电机的转子的方法中，在轨道车辆的驱动系统中

的故障的情况下，由电机产生过载力矩。通过该过载力矩例如触发安全装置，如安全离合

器。安全离合器尤其是过载离合器。通过产生过载力矩，电机的转子尤其停止运转。为了产

生过载力矩，转子的制动元件尤其是径向地从转子离开。

[0028] 如果通过过载力矩触发过载离合器，那么触发通过电机本身实现。过载离合器如

下地设计，使该过载离合器既不在常规运行时的力矩时，也不在突然短路力矩时触发。然

而，如果力矩超过这些值并且达到触发力矩，那么过载离合器得到激活并且机械地分离电

机。因此，永磁马达的转子例如可与轨道车辆的轮对分离。触发力矩如下地选择，使离合器

在尤其通过在绕组短路情况下从转子离开进入电机的空气间隙中的元件形成的锁止力矩

和/或制动力矩时触发。

[0029] 在该方法的设计方案中，为了产生过载力矩，转子的制动元件径向地从转子离开，

并且例如楔入在空气间隙中。当在绕组短路的情况下，电机的定子绕组中的故障部位很强

地加热附近的绑箍，从而使绑箍发生剥离并且松脱或解体时，制动元件例如离开。极隙中的

元件通过离心应力(元件不再通过绑箍保持)离开，进入空气间隙中并且导致对转子的阻

塞，因为元件在转子与定子之间楔入。

[0030] 在该方法的设计方案中，驱动系统中的故障是定子中的绕组短路。在此，在另外的

设计方案中，为了在故障情况下产生过载力矩，使绑箍发生剥离，其中，绑箍在无故障的运

行中保持制动元件。形成的高的制动力矩于是触发过载离合器。转子因此不再转动，并且因

绕组短路受损的马达进入安全状态(静止状态)。因此，为了识别定子中的绕组短路并且为

了触发过载离合器可使用热的和/或机械的作用链。

[0031] 随后，本发明借助实施方式参考附图详细阐述。其中：

[0032] 图1示出用于高速列车的半悬挂减震的牵引驱动器；

[0033] 图2示出轨道车辆；

[0034] 图3示出轮对与过载离合器及电机；

[0035] 图4示出电机的纵截面图；

[0036] 图5示出电机的转子的横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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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图6示出制动元件；和

[0038] 图7示出ZBG(齿式离合器-轨道-传动装置)离合器和AKR离合器(由全钢离合器和

具有触发的盘形弹簧的齿式离合器构成的组合)的组合。

[0039] 根据图1的图示示出了具有针对高速列车的牵引驱动器2的轮对1。牵引驱动器2是

电机。电机2具有定子3和转子4。转子4与马达轴5刚性地连接。马达轴5通过离合器6与传动

装置7机械耦合。传动装置7具有第一齿轮8和第二齿轮9。第二齿轮9与轮对轴20刚性地连

接。如果现在电机2在定子绕组中具有短路，那么电机应该以简单的方式停止运转并且与轮

对轴分离。轨道车辆10的另外的轮对1在图2中示出。

[0040] 根据图3的图示示出了也具有传动装置7的轮对1。电机2与传动装置7通过弧齿离

合器11和过载离合器12耦合。弧齿离合器11用于补偿尤其在行驶运行中的运动。过载离合

器用于在过载时分离传动装置7和电机2。过载可在电机2本身的故障情况下导致。

[0041] 根据图4的图示以具有电机的定子3、转子4和它们之间的空气间隙15的纵截面图

示出了电机2。在该纵截面图中也示出了定子3的绕组头13。转子4具有绑箍14。绑箍位于转

子4的端侧，转子4是具有在图5中示出的永磁体17的转子4。

[0042] 根据图5的图示以横截面图示出电机的具有分布的永磁体17和制动元件16的转子

4。制动元件16沿周边方向定位在永磁体17之间。

[0043] 根据图6的图示以立体图示出了制动元件16。如在图5中示出的那样，制动元件16

借助绑箍14保持。如果现在例如在转子4的各自的端部上，制动元件16在具有嵌入的磁体17

的永磁转子4的极隙中通过绑箍14(例如玻璃或碳纤维绑箍)保持，那么绑箍14可用作针对

制动元件16的释放装置。制动元件16在材料特性中与至少一种电工钢片类似，并且例如是

板状的或者由软磁复合材料制成。因此，电磁特性轴向地在转子长度上保持几乎相同。在定

子3中的绕组短路的情况下，定子绕组中的故障部位很强地加热附近的绑箍14，从而使绑箍

14发生剥离，并且松脱或解体。极隙中的制动元件16通过离心应力离开，进入空气间隙15中

并且导致对转子4的阻塞锁止，因为制动元件16在转子4与定子3之间楔入。形成的高的制动

力矩于是触发过载离合器12(参见图3)。转子4不再转动，并且因绕组短路受损的马达2进入

安全状态，即静止状态。在此也可以有利的是，在例如由于轴承损坏(轴承例如是用于电机2

的转子4的轴承，该轴承然而在图中没有示出)导致的另外的马达阻塞或锁止的情况下，过

载离合器12也起作用，并且可建立安全状态。针对具有未示出的通过绑箍保持的表面磁体

的转子也可使用该解决方案。在永磁激励的同步电机中具有嵌入的磁体的变型方案中也可

能的是，为了电机在空气间隙中的更好的散热，在转子和定子中布置有一些径向的空气通

道，以便将更多的冷却空气引入空气间隙中，这然而在图中未示出。但转子端部上的绑箍局

部限制了空气间隙-冷却空气流。在不需要附加的传感器和促动器来触发离合器的情况下，

通过在绕组短路情况下借助产生制动力矩经由过载离合器11实现作为牵引马达的永磁激

励的电机2与轮对的简单的和安全的分离，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得到提高，并且轨道车辆的可

使用性也得到提高。这尤其是通过驱动系统中的过载离合器12、也可进行阻塞或锁止的制

动元件16和保持制动元件16的绑箍14的剥离，在通过绕组短路的热作用的情况下实现。制

动元件16尤其是在电机的有源部件中设置在绕组头13附近。

[0044] 根据图7的图示示出ZBG(齿式离合器-轨道-传动装置)离合器和AKR离合器(由全

钢离合器和具有触发的盘形弹簧的齿式离合器构成的组合)的组合。示出了马达轴5通过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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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器11与盘形弹簧18和环形盘式离合器19(例如ARPEX叠片、AKR)的耦合。盘形弹簧18的安

置(转矩调节)可在安装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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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9

CN 109565217 A

9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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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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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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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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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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