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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 屯抗器的孜器身結枸

技木領域
本友明厲于啦抗器技木領域 ，涉及一神屯抗器的孜器身 結枸 。

背景技木
現有 的革相跌心 屯抗器都是 由革介 日字形跌心器身 、革介我圈

套裝，迭神結枸肘于一定 屯庄 、一定容量 以下的芹品是合道 的，但是

圭 屯庄 等 級 、容量迭 到一定 程 度 如 屯 庄 等級 力 80 K 、容 量 力

1 k Va「的芒品 后 ，隨看芒品的大型化，芒品的竟度 、高度尺

寸迸一步增加，拾 屯抗器的迄輸帶末 了困雅 。另外 ，由于芒品本身 的

鈍緣件爬 屯距萬是有限制的，井不是在一定鉑緣距萬下，可以允昨屯

庄元限制的增加 。舀芒品的喧庄等級迸一步升高吋，鈍緣件所承受的

爬 屯 屯庄增加，合拾芹品帶來安全隱患 。

友明內容
本友明所要解決的技木 何 題是汁肘現有技木中喧抗器羊器身結枸

所存在的上迷不足，提供一神裝配相咐筒革、磁損耗小、且迄行可靠

的屯抗器的奴器身鈷枸 。

解決本友 明技木 何 題所采用的技木方案是咳 屯抗器 的秋器 身 錯

枸包括 咄抗器器身 ，其中，所迷 屯抗器器身包括兩介革狙 的器身 ，兩

器身通迂其 內部的我圈耿接在一起 。

丙器身 的排列方式可以力乎行排列，采用速神排列方式可以使

引出戮 兩哉圈之同的連域 近萬地 塢位 ，井且引出哉的屯板百往可
以縮小 或呈一字形排列，采用迭神排列方式肘 屯抗器丙器身 內兩找

圈之同的漏磁互相干抗小 。

兩介革狙 的器身各包括一介 日字形跌心 ，日字形跌心 中部力多

介帶有 中心孔的跌心拼和多介乞隙交疊而成的跌心柱 。

所迷 屯抗器兩器身都置于同一屯抗器油箱 內， 由于工作 屯氏下

所作用的咀庄不同，鈍緣 距萬可以 不同，因此兩器身 的尺寸可力一大



一小 ，在丙器身力串瑛拮枸肘，根据具休情況 ，第一介器身 的咄底容

量可力 0 ，則第二介器身 的屯庄容量力 70 一 3 0 。 舀然 ，丙器

身 的尺寸也可 以力完全相 同。

兩器身 內部的我圈睽接在一起可以通迂 串耿耿接 ，也可 以通迂

井耿耿接 。 即兩我圈的達接方式可以力串耿 ，也可以力井耿 。

丙器身 內部的錢 圈通迂 串耿睽接在一起可以是第一器身 中的哉

圈即第一我圈的一端力迸哉端 ，第一我圈的另一端勻第二器身 中的我

圈即第二我圈的一端達接 ，第二錢 圈的另一端力出哉端 ，形成 串耿睽

接 串睽也可以是第一我圈勻第二我圈采用中部迸我 串睽連接 ，即第

一錢 圈采用在哉圈的中同部位迸哉，其兩端部 出我井且井耿后作力第

二錢 圈的迸我，第二域 圈采用在我圈的申部迸我，其丙端部井耿后 出

域 ，第一我圈丙端部井瑛后勻第二緘 圈的中部迸我 串耿 。

圭本友明丙器身 內的丙介錢圈串睽肘，在滿足迄輸高度的前提下，

丙錢圈的哉圈排列段數 比革柱錢圈的忠 段數增加，思 的我圈高度增加，

使在工作 屯庄下的錢圈沿面的爬 屯距萬大大增加，丙介錢圈共同承受

工作 屯匝，保征了工作 屯庄下的屯抗器芒品鈍緣 的可靠性 。

丙器身 的找 圈通迂井耿瑛接在一起可以是 哉圈端部井耿 ，即

兩器身 的丙我圈的一端作 力迸找端井耿在一起作迸我端 ，兩緘 圈的另

一端作 力出域端井耿在一起作 出找端 井耿瑛接在一起也可以 是 第

器身 中的我圈即第一找 圈勻第二器身 中的哉 圈即第二哉 圈都采用

中部迸我，井且中部迸緘 端井耿連接，丙我圈的上下兩端井瑛在一起

后再井跌作力出我端 ，即第一錢 圈采用在哉圈的中部迸哉，其上下端

部 出哉井且井耿 ，第二哉圈采用在哉圈的中部迸哉，其上下端部 出我

井且井耿 ，第一錢 圈勻第二我圈丙哉圈的中部迸哉端井耿 ，第一域 圈

丙端部弓第二域 圈的兩端部井耿耿接作力出我端 。

在滿足迄輸和屯乞性能情況下可以采用井耿的方式，舀采用中部

迸哉的方式吋，肘我圈末端的鈍緣水乎要求不高。

圭然 ，本友明我圈的連接方式不限于上迷 四神連接方式 。

本友明由于采用了秋器身拮枸，使單狙跌心的心柱 的庄緊和跌扼

的央祟容易保征 ，迸而肘噪芹和振劫得到了控制，同肘 比相同容量芒



品采用革器身 的屯抗器損耗集中得到了改善，改善了整介芒品的溫度

分布，避免了器身中局部存在的熱貞 同題 。

由于本友 明屯抗器使革柱容量減小，遮神救器身拮枸肘漏磁的

控制、鋅組 的散熟都有利，因此可造用于任何一款有不同屯庄等級 、

5 容量要求的屯抗器 ，肘于 0 k kva 的芒 品，其鈍緣可靠

性和這輸方面都能滿足要求 。

附圈玩明
團 力本友明跌心 屯抗器兩器身 的結枸主初囤

1 團 2 力囤 1 的側初囤

圍 3 力本友明跌心 屯抗器 中秋器身 結枸的主初團 兩器身平行

排列吋

團 4 力團 3 的俯初團

圈 5 力本友明跌心 屯抗器 中孜器身 拮枸的主初團 丙器身呈一

字形排列肘

團 6 力團 5 的俯初團

團 7 力團 4 的放大初囤

團 8 力本友明丙我圈中部迸哉 串耿的連接 團

團 9 力本友明丙我圈中部 出錢井耿的連接 團

2 團中 1— 高庄套管 2 中性貞高庄套管 3 屯抗器主休 4

一儲油桓 6 油箱 7 跌心 8 我圈 9 跌心拼 10 跌心

柱 11 第一我圈 12 第二我圈

具休奕施方式
以下鈷合奕施例和附團，肘本友明作迸一步佯細 描迷 。

下面宴施例力本友明的非限定性安施例 。

如團 1、 2 所示，跌心 屯抗器包括 屯抗器主休 3 、儲油桓 4 。 屯

抗器主休 3 包括 屯抗器器身 ，所迷 屯抗器器身包括兩介革狙 的器身 ，

兩器身 坦成孜器身 結枸，兩器身通迂其 內部的絨 圈連接在一起 。兩器

身都置于屯抗器油箱 6 內，油箱 6 勻儲油桓 4 連通 。



如團 3 一 7 所示，本友明唱抗器秋器身 拮枸中，每介器身包括一

介 日字形跌心 7 和我圈 8 ，每介 日字形跌心 中同是多介帶有中心孔的

跌心拼 9 和多介乞隙交疊成的跌心柱 0，跌心柱 10 由穿池 中心孔的

多介拉螺杆上下拉祟，上、下和丙迪是 由一定厚度 的跌心疊秋而成，

由穿心螺杆央紫，我圈 8 套裝在跌心柱 10 上 。

丙器身 的排列方式可采用平行排列 圈 3 、4 所示 或一字形

排列 如團 5 、6 所示 。

丙器身 中我圈 8 的連接方式力串睽或井瑛 。

團 8 所示力串耿連接方式，第一我圈 1 勻第二我圈 2 采用中

部迸錢 串睽的方式連接 ，即第一錢 圈 11 采用在錢圈的中部迸我，其

端部出我井且井睽，第二我圈 2 采用在我圈的中部迸哉，其端部 出

找井且井耿 ，第一我圈 1 端部井耿后勻第二哉圈 2 的中部 串耿 。

圈 9 所示力井耿連接方式，第一我圈 1 勻第二我圈 12 宋用中

部迸哉井瑛方式連接 ，井耿耿接在一起是第一器身 中的哉圈即第一我

圈 11 勻第二器身 中的哉圈即第二錢 圈 12 都采用中部迸戮 ，井且中部

迸哉端井耿連接 ，丙我圈的上下丙端端部井睽在一起后再井耿作力出

我端 ，即第一我圈采用在錢圈的中部迸我，其上下端部出我井且井耿，

第二哉圈采用在我圈的申部迸哉，其上下端部 出哉井且井耿，第一找

圈勻第二我圈兩錢 圈的中部迸哉端井耿 ，第一我圈丙端部勻第二我圈

的兩端部井瑛耿接作 力出域端 。

上迷兩神連接方式活用于大容量、高屯庄 的屯抗器芹 品，能碗

保 屯抗器具有 良好 的散熱性能 ，井且鉑緣性能可靠 。



杖 利 要 求 弔

1．一神 屯抗器的秋器身鈷枸，包括 啦抗器器身 ，其特征在于所

述 屯抗器器身包括丙介革狙 的器身 ，丙器身通迂其 內部的我圈 8

耿接在一起 。

2．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述 的屯抗器的秋器身 鈷枸，其特征在于丙

器身 的排列方式力平行排列或呈一字形排列 。

3．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 的屯抗器 的秋器身拮枸，其特征在于所

迷 屯抗器兩器身都置于同一屯抗器油箱 6 內 。

4．根据杖利要求 3 所迷 的屯抗器 的秋器身 拮枸，其特征在于丙

器身各包括一介 日字形跌心 7 ，日字形跌心 中部力多介帶有中心

? 的秩心拼 9 和多介乞隙交疊而成的跌心柱 0 。

5．根掘杖利要求 之一所迷的冉抗器 的秋器身 拮枸，其特

征在于丙器身 內部的錢 圈 8 耿接在一起可以通迂 串耿耿接 ，也可
以通迂井耿耿接 。

6．根据杖利要求 5 所迷的屯抗器 的孜器身 拮枸，其特征在于丙

器身 內部的我圈通迂 串耿耿接在一起可以是第一器身 中的找 圈即第

一域 圈的一端力迸錢端 ，第一哉圈的另一端勻第二器身 中的哉圈即第

二我圈的一端達接 ，第二哉圈的另一端力出我端 ，形成 串耿耿接 串

耿也可以 是第一我圈 1 勻第二域 圈 12 采用中部迸我 串耿連接 ，

即第一域 圈 11 采用在我圈的中同部位迸哉 ，其兩端部 出我井且井

耿后作 力第二我圈 12 的迸我 ，第二域 圈采用在我圈的中部迸哉 ，

其丙端部井耿后 出哉 ，第一我圈兩端部井耿后 勻第二我圈的中部迸我



7．根据杖利要求 5 所述的屯抗器的秋器身 結枸，其特征在于兩

器身 內部的錢 圈通迂井耿耿接在一起可以 是丙器身 的丙錢 圈的一端

作力迸哉端井耿在一起作迸找端 ，丙錢 圈的另一端作力出我端井耿在

一起作 出哉端 井耿耿接在一起也可以是第一器身 中的我圈即第一哉

圈 11 勻第二器身 申的錢 圈即第二我圈 12 都采用中部迸我，井

且中部迸我端井耿達接 ，丙哉圈的上下丙端井瑛在一起后再井耿作力

出我端，即第一我圈 11 采用在哉圈的申部迸我 ，其上下端部 出我

井且井睽，第二錢 圈 12 采用在我圈的中部迸域 ，其上下端部出域

井且井戡，第一我圈丐第二哉圈丙錢 圈的中部迸哉端井耿 ，第一錢 圈

兩端部勻第二我圈的丙端部井睽瑛接作力出我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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