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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揭露一种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

成型冶具结构，其包括一上夹板、一下夹板、复数

迫紧螺栓、复数迫紧螺母、一套迭座、一压柱及一

螺锁螺母。各迫紧螺栓配合各迫紧螺母分别连接

上、下夹板并选择性快速调节两者的间距，而压

柱及套迭座分别锁设于上、下夹板并与之同动，

且套迭座一端穿伸上夹板及压柱提供螺锁螺母

螺合，进一步细微调整上夹板相对下夹板的距

离。借由上述构件的组成，使用者只需将复数硅

钢片迭设于套迭座上，配合上述构件的作动便可

达成精准且整齐粘固各硅钢片，以生成铁芯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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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上夹板，具有复数上板孔；

一下夹板，具有复数下板孔，且各该下板孔与匹配的各该上板孔同心；

复数迫紧螺栓，分别穿伸同心匹配的各该上板孔、各该下板孔；

复数迫紧螺母，分别对应各该迫紧螺栓的两末端螺合，并抵接于该上夹板、该下夹板外

侧面；

一压柱，锁设于该上夹板的朝下端面，具有与各该上板孔其中之一及套迭座同心的轴

孔；

一套迭座，立设于该下夹板且上段穿伸该轴孔与该轴孔同心的各该上板孔，凸伸于该

上夹板外侧；以及

一螺锁螺母，螺合凸出于该上夹板的该套迭座上段。

2.如权利要求1所述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套迭座相反的

两端分别具有被轴孔贯穿的一下法兰及一中心柱；该下法兰锁设于该下夹板，而该中心柱

上段外周侧具有螺纹段，且沿该轴孔及同心该轴孔的各该上板孔，凸伸于该上夹板外侧，提

供该螺锁螺母螺合。

3.如权利要求2所述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其特征在于：该上夹板与该螺

锁螺母之间，设有一套衔于该中心柱外周侧的垫片。

4.如权利要求1所述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其特征在于：各该迫紧螺栓两

末端分别具有一迫紧螺牙，提供各该迫紧螺母螺合。

5.如权利要求1所述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套迭座上段外

周侧具有一供该螺锁螺母螺合的螺纹段，而各该迫紧螺栓两末端分别具有一供各该迫紧螺

母螺合的迫紧螺牙，且该迫紧螺牙的牙距，大于该套迭座的螺纹段。

6.如权利要求1所述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其特征在于：各该迫紧螺栓外

周侧套衔有一套管。

7.如权利要求1所述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其特征在于：该螺锁螺母提供

一吊耳螺合，该吊耳相反的两端分别具有一耳孔及耳部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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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与马达构件相关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

冶具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马达转子是由一转轴及一套设于转轴外周侧的铁芯所组成；其中，铁芯又由复数

硅钢片迭设粘固组成。

[0003] 先前技艺中的铁芯制备，是先将硅钢片依设计冲制成型后，配合粘胶涂布表面再

将各硅钢片同心迭置，最后再配合千金顶压抵迭设的各硅钢片，使其能在粘胶的作用下形

成紧密贴合，最后再进行精修的步骤。

[0004] 上述各硅钢片的迭置，多需依赖资深工程人员的调校来达成同心，导致整体的质

量无法维持一致，如何能更加快速且高质量的组装制成铁芯，实有其改善的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有鉴于上述习知技艺的问题与缺失，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马达

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通过结构的设计，方便用户能快速操作并完成铁芯(硅钢片

迭粘)的生产。

[0006] 根据本实用新型上述目的，提出一种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包括：

[0007] 一上夹板，具有复数上板孔；

[0008] 一下夹板，具有复数下板孔，且各该下板孔与匹配的各该上板孔同心；

[0009] 复数迫紧螺栓，分别穿伸同心匹配的各该上板孔、各该下板孔；

[0010] 复数迫紧螺母，分别对应各该迫紧螺栓的两末端螺合，并抵接于该上夹板、该下夹

板外侧面；

[0011] 一压柱，锁设于该上夹板的朝下端面，具有与各该上板孔其中之一及该套迭座同

心的轴孔；

[0012] 一套迭座，立设于该下夹板且上段穿伸该轴孔与该轴孔同心的各该上板孔，凸伸

于该上夹板外侧；以及

[0013] 一螺锁螺母，螺合凸出于该上夹板的该套迭座上段。

[0014] 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包括一上夹板、一下夹板、复数迫紧螺栓、复数

迫紧螺母、一套迭座、一压柱及一螺锁螺母，各迫紧螺栓配合各迫紧螺母分别连接上、下夹

板并选择性快速调节两者的间距，而压柱及套迭座分别锁设于上、下夹板并与之同动，且套

迭座一端更穿伸上夹板及压柱提供螺锁螺母螺合，进一步细微调整上夹板相对下夹板的距

离。借由上述构件的组成，使用者只需将复数硅钢片迭设于套迭座上，配合上述构件的作动

便可达成精准且整齐粘固各硅钢片，以生成铁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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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立体示意图。

[0016] 图2是图1所示实施例分解示意图。

[0017] 图3是图1所示实施例剖面示意图(一)。

[0018] 图4是图1所示实施例剖面示意图(二)。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示意图。

[0020] 图中各标记对应的名称：

[0021] 10…上夹板

[0022] 12…上板孔

[0023] 20…下夹板

[0024] 22…下板孔

[0025] 30…迫紧螺栓

[0026] 32…迫紧螺牙

[0027] 34…套管

[0028] 40…迫紧螺母

[0029] 50…套迭座

[0030] 52…下法兰

[0031] 54…中心柱

[0032] 60…压柱

[0033] 62…上法兰

[0034] 64…定位柱

[0035] 66…轴孔

[0036] 70…螺锁螺母

[0037] 72…垫片

[0038] 80…吊耳

[0039] 82…耳孔

[0040] 84…耳部螺纹

[0041] S1…硅钢片

[0042] S…铁芯

[0043] H…加热室。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以下请参照相关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

实施例。为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以下相同零件是采相同符号标示说明。

[0045] 请参阅图1至4所示，有关本实用新型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包括一

上夹板10、一下夹板20、复数迫紧螺栓30、复数迫紧螺母40、一套迭座50、一压柱60、一螺锁

螺母70、复数套管34、一吊耳80及一垫片72。

[0046] 上述上夹板10，具有复数上板孔12；所述各上板孔12是顶、底贯穿上夹板10形成。

[0047] 上述下夹板20，具有复数下板孔22；所述各下板孔22是顶、底贯穿下夹板20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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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匹配的各上板孔12同心。实施时，下板孔22可为贯孔或螺孔。

[0048] 上述各迫紧螺栓30，两端外周侧分别具有一迫紧螺牙32，并分别穿伸同心匹配的

各上、下板孔12、22。

[0049] 上述各迫紧螺母40，分别对应迫紧螺栓30的迫紧螺牙32螺合，并压抵于上(下)夹

板10(20)朝上(下)端面，通过迫紧螺栓30的迫紧螺牙32较大的牙距(或多牙纹)设计(非限

制本实用新型)，快速调节上夹板10朝下夹板20方向运动的距离及速度。实施时，当下板孔

22为螺孔时(图中未示)，对应螺锁的迫紧螺母40可省略，而直接螺合(图中未示此一实施

例)。

[0050] 上述套迭座50，具有一下法兰52及一中心柱54。所述下法兰52的朝下端面锁设于

下夹板20默认位置。所述中心柱54，立设于下法兰52朝上端面，且上段穿伸压柱60及匹配的

各上板孔12其中之一，并于外周侧具有一螺纹段542。实施时，中心柱54提供硅钢片S1套迭，

且螺纹段542牙距小于迫紧螺栓30的迫紧螺牙32(非限制本实用新型)。

[0051] 上述压柱60，具有一上法兰62、一定位柱64及一轴孔66。所述上法兰62锁设于上夹

板10朝下端面默认位置。所述定位柱64，立设于上法兰62的朝下端面。所述轴孔66，是顶底

贯穿压柱60形成，并与中心柱54及匹配的各上板孔12其中之一同心，提供套迭座50的中心

柱54穿伸。

[0052] 上螺锁螺母70，螺合于中心柱54的螺纹段542外周侧，并压抵上夹板10朝上端面，

同步且精细的调整上夹板10及其锁接的压柱60朝向下夹板20方向运动的距离及速度。

[0053] 上述各套管34，可活动的套衔于各迫紧螺栓30外周侧，以限制上、下夹板10、20相

距的最小距离。实施时，套管34长度对应欲制成的铁芯S高度。

[0054] 上述吊耳80，相反的两端分别具有一耳孔82及耳部螺纹84；其中耳部螺纹84与螺

锁螺母70螺合。

[0055] 上述垫片72(先前技艺)，套衔于中心柱54外周侧，并位于上夹板10与螺锁螺母70

之间。实施时，垫片72可为钢性垫片(例如金属制)，也可为软性垫片(例如塑料制)。

[0056] 上述即为本实用新型所提供一较佳实施例马达硅钢片热压黏着成型冶具结构及

组装方式的介绍，再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作动特点介绍如下。

[0057] 请参阅图1至4所示，将预设数量且涂胶后的硅钢片S1套迭于套迭座50(中心柱54)

外周侧，再将各套管34及上夹板10分别对应套衔于匹配的各迫紧螺栓30外周侧，使压柱60

(定位柱64)压抵于套迭座50上的硅钢片S1顶端。

[0058] 先借由迫紧螺母40对上夹板10进行压抵，由于迫紧螺栓30的迫紧螺牙32的牙距较

大，可快速调整上夹板10及锁设其上的压柱60位移，以快速达成调节压柱60压抵硅钢片S1

的力量。

[0059] 另借由螺锁螺母70螺合中心柱54(螺纹段542)，进一步的细微调整上夹板10及锁

设其上的压柱60位移，细微调整压柱60施于硅钢片S1上的力量。而各硅钢片S1最终被压缩

的高度，则由套管34长度来限制。

[0060] 如此便可等待各硅钢片S1彼此粘固形成一铁芯S后，反向操作以取得铁芯S。

[0061] 请参阅图1至5所示，也可利用吊耳80与螺锁螺母70螺合，方便机械吊卦上述构件，

进、出加热室H加速各硅钢片S1粘固的时间。

[0062] 以上所述说明，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而已，意在明确本实用新型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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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范围，本技术领域内的一般技术人员根据本实用新

型所作的均等变化，以及本领域内技术人员熟知的改变，仍应属本实用新型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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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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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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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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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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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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