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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焊接式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

技术领域

本专利涉及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

背景技术

随着动力电机的发展，扁截面导线用于动力电机成为发展趋势，穿过铁芯线槽的扁截面导线

端部要相互焊接 。为了实现焊接和扭头，参见图1，从铁芯线槽 内延伸出来的导线 1在铁芯周 向弯

折后，其端部还有一段与铁芯线槽平行的导线段 10, 用做扭头的夹持段和与其它导线焊接的结合

段。这种结构，穿过线槽的两根导线相焊接的端部都必须有一段与铁芯线槽平行的导线段，两根

导线通过相互平行且相对的两导线段焊接，虽然能够满足工艺要求，但是，在铁芯轴向方向 （即

与铁芯线槽相平行的方向）上额外增加 了导线的长度和 电机定子所 占的空间。因此发明一种在铁

芯轴 向方向上不额外增加导线长度，且具有较短的端部连接部的焊接绕组，是扁线 电机技术发展

的方向。

发明内容

本专利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有效降低绕组和导线在铁芯轴 向方向的长度，绕组长度缩短，

减小电机绕组的电阻，提高电机效率的焊接式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

本专利所述的焊接式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从铁芯的两个线槽 内延伸出来的两根导线相 向

弯折后，两导线在相交处相焊接或者两导线与铁芯线槽垂直的两段相焊接。

本专利的有益效果：相对于现有技术中导线端部必须有一段与铁芯线槽平行的导线段结构，

本专利 中的导线在铁芯端面相 向进行弯折，相焊接的两根导线端部是不与铁芯线槽平行的，而是

与铁芯线槽倾斜或者垂直的。也就是说，本技术中的导线没有现有技术中的与铁芯线槽平行的导

线段 10, 所 以导线在铁芯轴向方向只需要较短长度，而且也缩短了绕组端部的在铁芯轴 向方向上

的长度，进一步缩小电机尺寸，这样也减小了电机绕组的电阻，提高了电机效率。

上述焊接式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两根导线端部在铁芯径 向相对的贴合面相焊接 。

上述焊接式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一根导线的端部周边全部或局部与另一根导线的端部周

边全部或局部之间相焊接，例如，一根导线的端部端面或端部端面的一部分与另一根导线的端部

侧面之间相焊接等等 。

上述焊接式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一根导线的端部在径向方向弯折后与另一根导线的端部



相焊接 。这样，两根导线之间就形成了绝缘空间。

上述焊接式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两根导线的端部在径 向方向同时弯折后端部相焊接 。这

样，两根导线之间就形成了绝缘空间。

导线端部的形状不影响本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

两根导线之间的焊接工艺，以及各种预处理等工艺，不影响本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

两根导线的伸出铁芯部分的结构，不影响本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

附图说明

图1是现有技术的焊接式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的展开示意图；

图2是本专利的焊接式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的展开示意图；

图3是穿过铁芯线槽的两根导线焊接结构示意图；

图4是图3的A向视 图 （两根导线端部在铁芯径 向无弯折，在铁芯径向相对的贴合面相焊接的

结构示意图）；

图5是穿过铁芯线槽的两根导线焊接结构示意图；

图6是图5的A向视 图 （一根导线端部在铁芯径 向弯折，两根导线在铁芯径 向相对的贴合面相

焊接的结构示意图）；

图7是穿过铁芯线槽的两根导线焊接结构示意图；

图8是图7的A向视 图 （两根导线端部在铁芯径 向无弯折，一根导线的端部端面与另一根导线

的端部侧面之间相焊接的结构示意图）；

图9是穿过铁芯线槽的两根导线焊接结构示意图；

图 10是图9的A向视 图 （一根导线端部在铁芯径 向弯折，一根导线的端部端面与另一根导线的

端部侧面之间相焊接的结构示意图）；

图 11是穿过铁芯线槽的两根导线焊接结构示意图；

图 12是图 11的A向视图 （两根导线端部在铁芯径向无弯折，一根导线的端部端面和端部侧面

的一部分与另一根导线的端部端面和端部侧面的一部分之间相焊接的结构示意图）；

图 13是穿过铁芯线槽的两根导线焊接结构示意图；

图 14是图 13的A向视图 （两根导线端部在铁芯径向弯折，一根导线的端部端面与另一根导线

的端部侧面相焊接的结构示意图）；

图 15是穿过铁芯线槽的两根导线焊接结构示意图 （两根导线在铁芯周向两次相 向弯折）；

图 16是图 15的俯视 图 （一根导线端部在铁芯径 向弯折，在铁芯径向相对的贴合面相焊接，焊



接的两导线端部相平行的结构示意图）；

图17是穿过铁芯线槽的两根导线焊接结构示意图 （两根导线在铁芯周向多次相向弯折）；

图18是图17的俯视图 （一根导线端部在铁芯径向弯折，在铁芯径向相对的贴合面相焊接，焊

接的两导线端部相平行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 ：两导线在相交处相焊接

参见图2所示的焊接式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从两个铁芯线槽内延伸出来的两根导线1、2

在铁芯周向相向弯折一次后，它们相交的端部相焊接。焊接时，一根导线的端部周边全部或局部

与另一根导线的端部周边全部或局部之间相焊接。

参见图3-6, 导线1的端部 11与导线2的端部2 1在铁芯径向相对的贴合面相焊接。

参见图7-10 ，导线1的端部 11端面与导线2的端部2 1侧面之间相焊接，同时，导线2的端部2 1

端面与导线1的端部 11侧面之间相焊接。

参见图6、 10, 两根导线之间为形成绝缘空间3, 导线2的端部2 1在径向方向弯折后与导线1

的端部 11相焊接 （图6），或者导线1的端部在径向方向弯折后与导线2的端部相焊接 （图10）。

参见图11、12, 导线1的端部 11端面和侧面的一部分与导线2的端部2 1端面和侧面的一部分之

间相焊接。

参见图13、14, 导线1的端部 11端面与导线2的端部2 1侧面之间相焊接，且两根导线之间为形

成绝缘空间3, 两根导线的端部在径向方向同时弯折后相交的端部相焊接。

在对导线伸出铁芯的部分扭头时，通过扭头工装拨动导线在铁芯周向的侧面，使导线弯曲到

需要斜度，且使需要连接的两根导线的端部重叠在一起，形成如图3-6所示的状态，通过电阻焊

或超声波焊或其他任何能够使导线两个贴合面之间形成金属连接的焊接工艺，将两导线端部焊接

在一起。当然也可以使用电焊或激光焊或其他任何能够将两个金属件的缝隙焊接到一起的焊接工

艺，参见图7-14, 将导线的边缘附近焊接在一起，所述的焊接可以是一个焊点也可以是一个一个

以上的焊点。

而且，对于图3-14 来说，当对伸出铁芯线槽的导线扭头使得导线在铁芯周向弯折时，只需要

扭头工装对导线在铁芯周向方向上的侧面施加外力即可。因而在导线扭头时，由于图3-14 中所示

相焊接的导线只有一个部位进行折弯 （导线倾斜部分的折弯除外），因此，扭头成型阻力只有常

规的一半，扭头工装的受力只有常规的一半，所以更容易成型和保证质量。



实施例 ：两导线与铁芯线槽垂直的两段相焊接

参见 图15-18 所示 的焊接式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从两个铁芯线槽 内延伸 出来的两根导线 1、

2在铁芯周 向相 向弯折两次或多次后 ，它们与铁芯线槽垂直的导线端部 11、 12相焊接 。两根导线

端部 11、 12在平行于铁芯端面的平面 内相互平行 。焊接时，参见 图 16、 18, 导线 1的端部 11与导

线2的端部2 1在铁芯径 向相对的贴合面相焊接，且导线2的端部 2 1在径 向方 向弯折后与导线 1的端

部 11相焊接 。通过 电阻焊或超声波焊或其他任何能够使导线两个贴合面之间形成金属连接的焊接

工艺，将两导线端部焊接在一起 。

这样，相对于现有技术，本专利 中的导线不需要留有额外的夹持部分，也不需要单独的与铁

芯线槽平行的焊接部分，该结构使 电机绕组端部尺寸缩短，导线长度缩短，既减小了电机绕组的

电阻，提高 电机效率，同时又减小了电机绕组的长度 ，具有很好 的现实意义和先进性 。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焊接式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其特征是：从铁芯的两个线槽 内延伸出来的两根导

线相 向弯折后，两导线在相交处相焊接或者两导线与铁芯线槽垂直的两段相焊接 。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焊接式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其特征是：两根导线端部在铁芯径 向

相对的贴合面相焊接 。

3.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焊接式 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其特征是：一根导线的端部周边全部

或局部与另一根导线的端部周边全部或局部之间相焊接。

4.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焊接式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其特征是：一根导线的端部在径 向方

向弯折后与另一根导线的端部相焊接。

5.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焊接式电机绕组端部连接结构，其特征是：两根导线的端部在径 向方

向同时弯折后端部相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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