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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冷轴

向磁通电机。采用单定子/双转子拓扑，轴流风机

位于两个转子之间，固定在轴上。定子采用封闭

浸油循环冷却方案，油路在定子内部沿圆周方向

按单支路“Z”型折返轨迹流动。一方面，转子的轴

流风机空冷方案提高了磁钢端面、转子背铁端

面、端盖端面和定子轮毂内圆周面的对流换热系

数；另一方面，定子的封闭浸油循环方案，提高了

定子绕组和定子铁芯的对流换热系数。采用电机

内部集成轴流风机空冷和定子封闭浸油循环的

混合冷却方案，可以将电机产生热量快速的扩散

到外界空气中，从而提高了换热效率，实现功率

密度、扭矩密度的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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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冷轴向磁通电机，其特征在于：采用单定子/双转子架构，

为了降低定子端部绕组长度和磁钢涡流损耗，绕组采用分数槽集中绕组，转子磁钢径向分

段设计；冷却方案包含转子冷却和定子冷却，其中转子部分采用内置轴流风扇散热方案，定

子部分采用封闭浸油循环冷却方案；电机包括定子、非驱动端转子、驱动端转子、出线盒、旋

转变压器；

轴流风机位于两个转子之间，固定在轴上；风路从机壳的一侧的外圆周通风孔进入，经

非驱动端转子磁钢和定子铁芯与之间的气隙空气、轴流风机、驱动端转子磁钢与定子铁芯

之间的气隙空气，从机壳另一侧的外圆周通风孔流出；定子采用封闭浸油循环冷却方案，定

子轮毂的每一个筋板设计有通油槽，定子铁芯的两个端面设计有挡板，油路在定子内部沿

圆周方向单支路“Z”型折返轨迹流动；

磁路贯穿非驱动端转子、定子和驱动端转子，两个转子相同位置的磁钢磁性按N‑S‑N‑S

充磁配置；

所述的定子，包括定子铁芯，定子铁心由高磁导率、低损耗的硅钢片径向叠压而成；为

了降低铁芯损耗，定子铁芯叠压工艺在内外圆周面使用压板和铆钉固定；定子铁心上套有

定子绕组，采用分数槽集中绕组设计；定子铁芯与定子绕组产生的热量通过设计的单支路

“Z”型油路，将热量对流传递出去；定子与转子的相对运动，通过一对分布在转子两侧的轴

承实现，轴承可以选型为角接触轴承或者深沟球轴承；

所述的出线盒通过螺钉固定到机壳上；出线盒包含有三个接线铜柱，三个接线铜柱插

入到环氧基板的安装孔中，每个接线铜柱套有橡胶垫，橡胶垫的上面通过环氧盖板、螺钉、

接线鼻子和薄螺母压紧接线铜柱；接线铜柱底部通过接线鼻子和薄螺母压紧固定；引出线

与三个接线鼻子连接，然后通过三个填料函固定；环氧基板通过螺钉固定到出线盒壳体上；

所述的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冷轴向磁通电机的磁路贯穿定子(1)、驱动端转子

(2b)和非驱动端转子(2a)，风路采用内置轴流风扇散热方案，其内置的轴流风机(46)主要

实现的风路，是从机壳(27)的非驱动端侧的第一通风孔(27a)进风，流过非驱动端转子(2a)

的两个侧端面的气隙空气层，进入轴流风机(46)的入风口，然后从轴流风机(46)的出风口

出风，进入驱动端转子(2b)的两个侧端面的气隙空气层，最后从机壳(27)的驱动端侧的第

二通风孔(27b)出风；

所述的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冷轴向磁通电机采用单定子/双转子架构，定子(1)位

于非驱动端转子(2a)、驱动端转子(2b)的中间，通过第二螺钉(11)、第四螺钉(13)，将非驱

动端盖(8)、驱动端端盖(7)、定子(1)中的机壳(27)三者固定；

驱动端轴承外盖(5)通过第一螺钉(10)，固定到驱动端端盖(7)上，出线盒(4)通过第三

螺钉(12)固定到机壳(27)上，旋转变压器(3)的定子通过第五螺钉(14)固定到非驱动端端

盖(8)上，旋转变压器(3)的转子通过螺钉固定到电机主轴(47)上，实现精确的转子位置信

号检测；

所述的定子(1)的油路沿圆周方向，呈“Z”型走向，在定子轮毂(19)的筋板(19a)的中间

位置设计矩形槽(19b)，形成了油路的径向通道；在定子轮毂(19)的基座(19d)每相隔一个

筋板(19a)设计有一个圆弧凹槽(19c)，形成了油路在内圆周的拐弯通道；定子绕组(15)和

机壳(27)形成了油路在外圆周的拐弯通道，每隔一个线圈，设置一个挡板(41)，最终形成

“Z”型往复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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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定子(1)，包括定子铁芯(16)，定子铁心(16)由高磁导率、低损耗的硅钢片径向

叠压而成，定子铁芯(16)内外圆周面设计有扇形压板(17)、扇形压板(18)，通过铆钉(31)将

定子铁芯(16)、扇形压板(17)、扇形压板(18)沿径向方向紧固，定子铁心(16)上缠绕有定子

绕组(15)，采用集中式绕组设计，将缠有定子绕组(15)的定子铁芯(16)放置在定子轮毂

(19)的相邻筋板(19a)之间，最后固定到机壳(27)上，机壳(27)的圆周面上设计有第一通风

孔(27a)、第二通风孔(27b)和出线孔(27i)，因定子铁芯(16)和定子绕组(15)固定到定子轮

毂(19)上，定子(1)内圈的两侧使用第九螺钉(35)、第十二螺钉(38)将第二环形挡圈(22)、

第四环形挡圈(29)压紧扇形压板(18)的两个端面，固定到定子轮毂(19)的毂圈(19d)上，定

子(1)外圈的两侧使用第八螺钉(34)、第十一螺钉(37)将第一环形挡圈(21)、第三环形挡圈

(28)压紧扇形压板(17)的两个端面，固定到定子轮毂(19)的筋板(19a)上，定子轮毂(19)的

筋板(19a)通过第十一螺钉(37)固定到机壳(27)的凸台(27f)上，定子轮毂(19)的筋板

(19a)的圆周方向的限位通过机壳(27)的梯形凹台(27g)固定，定子轮毂(19)的筋板(19a)

的轴向方向的限位通过第一环形挡圈(21)、第三环形挡圈(28)和机壳(27)的梯形凹台

(27g)和梯形凹台(27h)实现；

所述的转子(2)包含非驱动转子(2a)、驱动端转子(2b)和轴流风扇(46)，其中非驱动端

转子包含非驱动端转子背铁(50)、非驱动端磁钢(49)和非驱动端压条(48)，使用螺钉和非

驱动端压条(48)固定非驱动端磁钢(49)到非驱动端转子背铁(50)上；驱动端转子包含驱动

端转子背铁(42)、驱动端磁钢(43)和驱动端压条(44)，使用螺钉和驱动端压条(44)固定驱

动端磁钢(43)到驱动端转子背铁(42)上，轴用挡圈(45)用于驱动端转子背铁(42)的轴向限

位，轴流风机(46)与主轴(47)通过花键副(46a)、(47a)连接传递扭矩，为了降低其涡流损

耗，非驱动端磁钢(49)、驱动端磁钢(43)采用径向分段设计，定子(1)与非驱动端转子(2a)

和驱动端转子(2b)的相对运动，通过一对轴承即第一轴承(6)、第二轴承(9)实现，轴承(6)、

轴承(9)可以选型为角接触轴承或者深沟球轴承，各自位于非驱动转子(2a)、驱动端转子

(2b)的外侧；

所述的出线盒(4)包含有三个接线铜柱(52)，三个接线铜柱(52)插入到环氧基板(55)

的安装孔中，每个接线铜柱(52)套有圆环形橡胶垫(57)，橡胶垫(57)的上面通过环氧盖板

(56)、第十六螺钉(62)、第一接线鼻子(54)和第一薄螺母(53)压紧接线铜柱(52)，接线铜柱

(52)底部通过第二接线鼻子(59)和第二薄螺母(58)压紧固定，引出线与三个第一接线鼻子

(54)连接，然后通过三个填料函(60)固定，环氧基板(55)通过第十五螺钉(61)固定到出线

盒壳体(5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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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冷轴向磁通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应用于纯能源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石油钻采领域的电机，具体涉

及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冷轴向磁通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纯能源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石油钻采领域的电机多为径向磁通的交流永磁同

步电动机或者交流异步电动机，由于传统径向磁通电机轴向安装尺寸较大，功率密度和效

率都偏低，在这些空间要求严格、功率密度要求高的场合应用受到限制。

[0003] 常规的轴向磁通电机，一般采用机座或者两侧端盖上的翅片散热或者端盖水冷方

案，在定子铁芯与端盖装配误差较大、较大负载或者高转速工况下，电机产生大量热量仅仅

靠翅片或者水冷来换热往往不能及时将热量散带走，给电机绝缘、温升带来极大挑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

冷轴向磁通电机。轴流风机位于两个转子之间，固定在轴上。风路从机壳的一侧的外圆周通

风孔进入，经非驱动端转子磁钢和定子铁芯与之间的气隙空气、轴流风机、驱动端转子磁钢

与定子铁芯之间的气隙空气，从机壳另一侧的外圆周通风孔流出。定子采用封闭浸油循环

冷却方案，定子轮毂的每一个筋板设计有通油槽，定子铁芯的两个端面设计有挡板，油路在

定子内部沿圆周方向单支路“Z”型折返轨迹流动。

[0005] 一方面，转子的轴流风机空冷方案提高了磁钢端面、转子背铁端面、端盖端面和定

子轮毂内圆周面的对流换热系数；另一方面，定子的封闭浸油循环方案，提高了定子绕组和

定子铁芯的对流换热系数。采用电机内部集成轴流风机空冷和定子封闭浸油循环的混合冷

却方案，可以将电机产生热量快速的扩散到外界空气中，从而提高了换热效率，实现功率密

度、扭矩密度的显著提高。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冷轴

向磁通电机，采用单定子/双转子架构，为了降低定子端部绕组长度和磁钢涡流损耗，绕组

采用分数槽集中绕组，转子磁钢径向分段设计；冷却方案包含转子冷却和定子冷却，其中转

子部分采用内置轴流风扇散热方案，定子部分采用封闭浸油循环冷却方案；电机包括定子、

非驱动端转子、驱动端转子、出线盒、旋转变压器；轴流风机位于两个转子之间，固定在轴

上；风路从机壳的一侧的外圆周通风孔进入，经非驱动端转子磁钢和定子铁芯与之间的气

隙空气、轴流风机、驱动端转子磁钢与定子铁芯之间的气隙空气，从机壳另一侧的外圆周通

风孔流出；定子采用封闭浸油循环冷却方案，定子轮毂的每一个筋板设计有通油槽，定子铁

芯的两个端面设计有挡板，油路在定子内部沿圆周方向单支路“Z”型折返轨迹流动。

[0007] 进一步地，磁路贯穿非驱动端转子、定子和驱动端转子，两个转子相同位置的磁钢

磁性按N‑S‑N‑S充磁配置。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的定子，包括定子铁芯，定子铁心由高磁导率、低损耗的硅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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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叠压而成；为了降低铁芯损耗，定子铁芯叠压工艺在内外圆周面使用压板和铆钉固定；

定子铁心上套有定子绕组，采用分数槽集中绕组设计；定子铁芯与定子绕组产生的热量通

过设计的单支路“Z”型油路，将热量对流传递出去；定子与转子的相对运动，通过一对分布

在转子两侧的轴承实现，轴承可以选型为角接触轴承或者深沟球轴承。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出线盒通过螺钉固定到机壳上；出线盒包含有三个接线铜柱，三

个接线铜柱插入到环氧基板的安装孔中，每个接线铜柱套有橡胶垫，橡胶垫的上面通过环

氧盖板、螺钉、接线鼻子和薄螺母压紧接线铜柱；接线铜柱底部通过接线鼻子和薄螺母压紧

固定；引出线与三个接线鼻子连接，然后通过三个填料函固定；环氧基板通过螺钉固定到出

线盒壳体上。

[0010] 本发明的原理在于：所述的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冷轴向磁通电机，采用单定

子/双转子架构，为了降低定子端部绕组长度和磁钢涡流损耗，绕组采用集中绕组，转子磁

钢径向分段；冷却方案包含转子部分冷却和定子部分的冷却，其中转子部分采用内置轴流

风扇散热方案，定子部分采用封闭浸油循环冷却方案。电机包括定子1、非驱动端转子2a、驱

动端转子2b、出线盒4、旋转变压器3。

[0011] 所述的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冷轴向磁通电机的磁路贯穿非驱动端转子2a、定

子1和驱动端转子2b。

[0012] 所述的定子1，包括定子铁芯16，定子铁心16由高磁导率、低损耗的硅钢片径向叠

压而成，定子铁芯16的内外圆周面使用扇形压板17、扇形压板18和铆钉31固定。定子铁心16

上套有定子绕组15，采用集中绕组设计。定子铁芯16与定子绕组15产生的热量通过设计的

“Z”型油路，将热量对流传递出去。定子1与转子2的相对运动，通过一对轴承即第一轴承6、

第二轴承9实现，轴承6、轴承9可以选型为角接触轴承或者深沟球轴承。

[0013] 所述的出线盒组件4通过第三螺钉12固定到机壳27上。

[0014] 所述的转子2中的第一磁钢43、第二磁钢49，为了降低其涡流损耗，采用径向分段

设计。

[0015] 所述的旋转变压器3的转子通过螺钉固定到电机主轴47上，旋转变压器3的定子，

通过第五螺钉14固定到非驱动端端盖8上，实现精确的转子位置信号检测。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7] 从降低损耗方面，定子绕组采用了分数槽集中绕组，降低了定子绕组端部长度；转

子磁钢采用径向分段设计，表面涂覆环氧树脂，降低了磁钢的涡流损耗，极槽配合为18槽14

极。

[0018] 从提高散热能力方面，采用了带内置轴流风机设计，其内置轴流风机主要实现从

机壳圆周上一侧的通风孔吸风，经过非驱动端转子两侧气隙空气层、轴流风机、驱动端转子

两侧气隙空气层，最后从机壳圆周上另一侧的通风孔排风。在轴流风机吸风/排风作用下，

外界的空气在电机内部表面多支路快速流动，提高了电机的换热效率，从而实现电机的冷

却。采用该拓扑和冷却方案的电机，可以承受更大的负载，结构更加紧凑，提高了电机功率

密度和扭矩密度。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轴向磁通电机的总体结构剖面图，其中，1为定子，2a为非驱动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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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2b为驱动端转子，3为旋转变压器，4为出线盒，19b为矩形槽，27为机壳，27a为第一通风

孔，27b为第二通风孔，46为轴流风机。

[0020] 图2为本发明轴向磁通电机的总体结构爆炸图，其中，1为定子，2为转子，2a为非驱

动端转子，2b为驱动端转子，3为旋转变压器，4为出线盒，5为驱动端轴承外盖，6为第一轴

承，7为驱动端端盖，8为非驱动端端盖，9为第二轴承，10为第一螺钉，11为第二螺钉，12为第

三螺钉，13为第四螺钉，14为第五螺钉。

[0021] 图3为本发明轴向磁通电机的轴侧图，其中，25为出油铜管接头，26为进油铜管接

头，27a为第一通风孔，27b为第二通风孔。

[0022] 图4为本发明轴向磁通电机的定子组件油路剖面图，其中，15为定子绕组，23为矩

形橡胶垫，25为出油铜管接头，26为进油铜管接头，27为机壳，41为挡板。

[0023] 图5为本发明轴向磁通电机的定子组件结构爆炸图，其中，15为定子绕组，16为定

子铁芯，16a为定子铁芯16的径向通孔，16b为定子铁芯16的槽口，17为扇形压板，18为扇形

压板，19为定子轮毂，19a为筋板，19b为矩形槽，19c为圆弧凹槽，19d为基座，20为驱动端挡

油板，20a为筋板，21为第一环形挡圈，22为第二环形挡圈，23为矩形橡胶垫，23a为出线孔，

24为温检插头，25为出油铜管接头，26为进油铜管接头，27为机壳，27f为凸台，27g为梯形凹

台，27h为梯形凹台，27i为出线孔，28为第三环形挡圈，29为第四环形挡圈，30为非驱动端挡

油板，31为铆钉，32为第六螺钉，33为第七螺钉，34为第八螺钉，35为第九螺钉，36为第十螺

钉，37为第十一螺钉，38为第十二螺钉，39为第十三螺钉，40为第十四螺钉。

[0024] 图6为本发明轴向磁通电机的转子组件结构爆炸图，其中，6为第一轴承，9为第二

轴承，42为驱动端转子背铁，42a为驱动端转子背铁42的腰形通风孔，43为第一磁钢，44为第

二磁钢，45为轴用挡圈，46为轴流风机，46a为花键副，47为电机主轴，47a为花键副，48为非

驱动端压条，49为非驱动端磁钢，50为非驱动端转子背铁，50a为非驱动端转子背铁50的腰

形通风孔。

[0025] 图7为本发明轴向磁通电机的出线盒组件结构爆炸图，其中，51为出线盒壳体，52

为接线铜柱，53为第一薄螺母，54为第一接线鼻子，55为环氧基板，56为环氧盖板，57为橡胶

垫，58为第二薄螺母，59为第二接线鼻子，60为填料函，61为第十五螺钉，62为第十六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描述。

[0027] 所述的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冷轴向磁通电机的磁路贯穿定子1、驱动端转子

2b和非驱动端转子2a。风路采用内置轴流风扇散热方案。其内置的轴流风机46主要实现的

风路，是从机壳27的非驱动端侧的第一通风孔27a进风，流过非驱动端转子2a的两个侧端面

的气隙空气层，进入轴流风机46的入风口，然后从轴流风机46的出风口出风，进入驱动端转

子2b的两个侧端面的气隙空气层，最后从机壳27的驱动端侧的第二通风孔27b出风。整个风

路路径2D剖面，如图1所示。其进风/出风3D标识，如图2所示。

[0028] 所述的一种带内置轴流风机的油冷轴向磁通电机采用单定子/双转子架构。定子1

位于非驱动端转子2a、驱动端转子2b的中间，通过第二螺钉11、第四螺钉13，将非驱动端盖

8、驱动端端盖7、定子1中的机壳27三者固定，如图3所示。

[0029] 驱动端轴承外盖5通过第一螺钉10，固定到驱动端端盖7上。出线盒4通过第三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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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固定到机壳27上。旋转变压器3的定子通过第五螺钉14固定到非驱动端端盖8上，旋转变

压器3的转子通过螺钉固定到电机主轴47上，实现精确的转子位置信号检测。整个电机的结

构图，如图3所示。

[0030] 所述的定子1的油路沿圆周方向，呈“Z”型走向。在定子轮毂19的筋板19a的中间位

置设计矩形槽19b，形成了油路的径向通道；在定子轮毂19的基座19d每相隔一个筋板19a设

计有一个圆弧凹槽19c，形成了油路在内圆周的拐弯通道；定子绕组15和机壳27形成了油路

在外圆周的拐弯通道。每隔一个线圈，设置一个挡板41。最终形成“Z”型往复回路，整个电机

的油路循环图，如图4所示。

[0031] 所述的定子1，包括定子铁芯16，定子铁心16由高磁导率、低损耗的硅钢片径向叠

压而成。定子铁芯16内外圆周面设计有扇形压板17、扇形压板18，通过铆钉31将定子铁芯

16、扇形压板17、扇形压板18沿径向方向紧固。定子铁心16上缠绕有定子绕组15，采用集中

式绕组设计，将缠有定子绕组15的定子铁芯16放置在定子轮毂19的相邻筋板19a之间，最后

固定到机壳27上。机壳27的圆周面上设计有第一通风孔27a、第二通风孔27b和出线孔27i。

因定子铁芯16和定子绕组15固定到定子轮毂19上，以下主要描述它们之间的装配关系以及

与机壳27的固定方式。定子1内圈的两侧使用第九螺钉35、第十二螺钉38将第二环形挡圈

22、第四环形挡圈29压紧扇形压板18的两个端面，固定到定子轮毂19的毂圈19d上。定子1外

圈的两侧使用第八螺钉34、第十一螺钉37将第一环形挡圈21、第三环形挡圈28压紧扇形压

板17的两个端面，固定到定子轮毂19的筋板19a上。定子轮毂19的筋板19a通过第十一螺钉

37固定到机壳27的凸台27f上。定子轮毂19的筋板19a的圆周方向的限位通过机壳27的梯形

凹台27g固定。定子轮毂19的筋板19a的轴向方向的限位通过第一环形挡圈21、第三环形挡

圈28和机壳27的梯形凹台27g和梯形凹台27h实现。定子1的爆炸图，如图5所示。

[0032] 所述的转子2包含非驱动转子2a、驱动端转子2b和轴流风扇46。其中非驱动端转子

包含非驱动端转子背铁50、非驱动端磁钢49和非驱动端压条48，使用螺钉和非驱动端压条

48固定非驱动端磁钢49到非驱动端转子背铁50上；驱动端转子包含驱动端转子背铁42、驱

动端磁钢43和驱动端压条44，使用螺钉和驱动端压条44固定驱动端磁钢43到驱动端转子背

铁42上。轴用挡圈45用于驱动端转子背铁42的轴向限位。轴流风机46与主轴47通过花键副

46a、47a连接传递扭矩。为了降低其涡流损耗，非驱动端磁钢49、驱动端磁钢43采用径向分

段设计。定子1与非驱动端转子2a和驱动端转子2b的相对运动，通过一对轴承即第一轴承6、

第二轴承9实现，轴承6、轴承9可以选型为角接触轴承或者深沟球轴承，各自位于非驱动转

子2a、驱动端转子2b的外侧。如图6所示。

[0033] 所述的出线盒4包含有三个接线铜柱52，三个接线铜柱52插入到环氧基板55的安

装孔中，每个接线铜柱52套有圆环形橡胶垫57，橡胶垫57的上面通过环氧盖板56、第十六螺

钉62、第一接线鼻子54和第一薄螺母53压紧接线铜柱52。接线铜柱52底部通过第二接线鼻

子59和第二薄螺母58压紧固定。引出线与三个第一接线鼻子54连接，然后通过三个填料函

60固定。环氧基板55通过第十五螺钉61固定到出线盒壳体51上。

[0034] 尽管本说明书已经图示和描述了具体的实施实例，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

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各种替换或等同实现都可以替代所示和所描述的这些具

体实施实例。本申请旨在覆盖任何改变和本发明所讨论的各种具体实施实例。因此本发明

仅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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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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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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