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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分瓣式定子叠装模

具，包括上盖板、底板、上压板、下压板以及多组

斜键固定组件，其中所述上压板和下压板配合压

紧定子工件，所述下压板放置于底板上表面，所

述上盖板抵压接触上压板上表面并且在上盖板

与底板之间设置有用于调节两者间距的调节结

构；多组所述斜键固定组件固定安装于底板上表

面并环形分布于定子工件外周，每一所述斜键固

定组件包括有斜键嵌合件以及固定座，其中所述

固定座预留有斜槽，同时所述斜键嵌合件同时嵌

入所述斜槽以及定子工件的斜键槽内。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7页

CN 209001773 U

2019.06.18

CN
 2
09
00
17
73
 U



1.一种分瓣式定子叠装模具，其特征在于：包括上盖板（1）、底板（2）、上压板（3）、下压

板（4）以及多组斜键固定组件（5），其中所述上压板（3）和下压板（4）配合压紧定子工件（9），

所述下压板（4）放置于底板（2）上表面，所述上盖板（1）抵压接触上压板（3）上表面并且在上

盖板（1）与底板（2）之间设置有用于调节两者间距的调节结构；多组所述斜键固定组件（5）

固定安装于底板（2）上表面并环形分布于定子工件（9）外周，每一所述斜键固定组件（5）包

括有斜键嵌合件（52）以及固定座（51），其中所述固定座（51）预留有斜槽（511），同时所述斜

键嵌合件（52）同时嵌入所述斜槽（511）以及定子工件（9）的斜键槽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瓣式定子叠装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压板（3）以

及下压板（4）均呈环形结构并且上压板（3）和下压板（4）的边缘与定子工件（9）的圆周面对

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分瓣式定子叠装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压板（3）以及

下压板（4）的外侧边缘均开有与定子工件（9）斜键槽同向延伸的斜形固定槽（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瓣式定子叠装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结构包括固

定安装于底板（2）上表面并竖向延伸的螺杆（7），同时所述上盖板（1）开有供螺杆（7）穿过的

通孔并在该螺杆（7）上螺纹连接有压紧上盖板（1）上表面的压紧螺母（7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瓣式定子叠装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51）包括

固定座主体（514）、第一固定板（512）和第二固定板（513），其中所述固定座主体（514）内侧

面开有配合第一固定板（512）和第二固定板（513）的安装槽，所述第一固定板（512）和第二

固定板（513）共同嵌入所述安装槽内同时第一固定板（512）与第二固定板（513）的相对面呈

楔形结构以构成所述斜槽（5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瓣式定子叠装模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用于顶升下

压板（4）的顶升机构（8），所述顶升机构（8）包括有顶杆（81）、用于固定安装所述顶杆（81）的

支撑板（82）以及用于带动所述顶杆（81）升降的升降气缸（83），其中所述底板（2）开有供顶

杆（81）穿过的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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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瓣式定子叠装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机定子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分瓣式定子叠装模

具。

背景技术

[0002] 电机定子的铁芯是定子的重要组成部件。在电机工作过程中定子上的绕组通电并

产生感应磁场，定子的铁芯在此时会受其感应磁场的影响在其外部产生感应电动势和感应

电流，该现象也称之为涡流现象。在涡流的作用下，铁芯会受影响发热，并且导体（铁芯）的

长度越大，其产生的涡流越大，发热的热量越大，严重影响电子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为减

小涡流对铁芯的影响，现有的铁芯一般由多层金属片叠加而成。 中国专利CN105490398B公

开了一拼接式电机构件结构，该结构的电机构件（即定子）采用拼接式的结构，在加工该结

构的定子时需要利用模具对工件进行定位从而使定子堆叠拼接成型，然而现有的模具结构

不能直接适用于该定子结构的加工。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新颖、可辅助分瓣式

电机定子进行堆叠拼接的分瓣式定子模具。

[0004]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分瓣式定子叠装模具，

包括上盖板、底板、上压板、下压板以及多组斜键固定组件，其中所述上压板和下压板配合

压紧定子工件，所述下压板放置于底板上表面，所述上盖板抵压接触上压板上表面并且在

上盖板与底板之间设置有用于调节两者间距的调节结构；多组所述斜键固定组件固定安装

于底板上表面并环形分布于定子工件外周，每一所述斜键固定组件包括有斜键嵌合件以及

固定座，其中所述固定座预留有斜槽，同时所述斜键嵌合件同时嵌入所述斜槽以及定子工

件的斜键槽内。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的分瓣式定子叠装模具，可利用多组斜键

固定组件对定子工件进行定位，此外斜键固定组件上设有斜槽以及嵌入斜槽的斜键嵌合

件，加工时可将构成工件定子的片材沿斜键嵌合件的斜度进行摆放从而使工件定子形成与

斜键嵌合件配合的斜键槽。最后利用上压板与下压板可配合对定子工件进行压紧固定挤压

各层片材减小片材间隙。

[0006] 进一步，所述的上压板以及下压板均呈环形结构并且上压板和下压板的边缘与定

子工件的圆周面对齐。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结构后，上压板与下压板边缘与定子工件对齐

后可有利于定子工件均匀受压，防止定子工件局部变形并有利于减小片材之间的间隙。

[0007] 进一步，所述上压板以及下压板的外侧边缘均开有与定子工件斜键槽同向延伸的

斜形固定槽。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结构后，可利用斜形固定槽与斜键槽配合对斜键嵌合件

进行预安装固定。

[0008] 进一步，所述调节结构包括固定安装于底板上表面并竖向延伸的螺杆，同时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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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盖板开有供螺杆穿过的通孔并在该螺杆上螺纹连接有压紧上盖板上表面的压紧螺母。本

实用新型采用上述结构后，可通过拧紧压紧螺母带动上盖板下压并最终带动上压板与下压

板配合压紧。

[0009] 进一步，所述固定座包括固定座主体、第一固定板和第二固定板，其中所述固定座

主体内侧面开有配合第一固定板和第二固定板的安装槽，所述第一固定板和第二固定板共

同嵌入所述安装槽内同时第一固定与第二固定板的相对面呈楔形结构以构成所述斜槽。本

实用新型采用上述结构后，由于斜槽通过第一固定板和第二固定板配合构成，因此可通过

替换第一固定板和第二固定板调节斜槽的斜度使其与定子工件的斜键槽配合，同时可通过

压紧第一固定板或第二固定板缩小斜槽的槽宽从而夹紧斜键嵌合件。

[0010] 进一步，还包括有用于顶升下压板的顶升机构，所述顶升机构包括有顶杆、用于固

定安装所述顶杆的支撑板以及用于带动所述顶杆升降的升降气缸，其中所述底板开有供顶

杆穿过的通孔。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结构后，可利用顶升机构将下压板顶起从而将加工后

的定子工件从模具内定出取料。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3]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模具爆炸图。

[0014] 图4为本实用新型隐藏上盖板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上压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下压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斜键固定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斜键固定组件的爆炸图。

[0019] 其中，1-上盖板，2-底板，3-上压板，4-下压板，5-斜键固定组件，51-固定座，511-

斜槽，512-第一固定板，513-第二固定板，514-固定座主体，52-斜键嵌合件，6-斜形固定槽，

7-螺杆，71-压紧螺母，8-顶升机构，81-顶杆，82-支撑板，83-升降气缸，9-定子工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现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

明。

[0021] 参见图1至图8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分瓣式定子叠装模具，包括上盖板1、底板

2、上压板3、下压板4、多组斜键固定组件5以及用于顶升下压板4的顶升机构8。

[0022] 其中所述上压板3和下压板4配合压紧定子工件9，所述下压板4放置于底板2上表

面，其中所述的上压板3以及下压板4均呈环形结构并且上压板3和下压板4的边缘与定子工

件9的圆周面对齐，上压板3与下压板4边缘与定子工件9对齐后可有利于定子工件9均匀受

压，防止定子工件9局部变形并有利于减小片材之间的间隙。

[0023] 所述上盖板1抵压接触上压板3上表面，在上盖板1与底板2之间设置有用于调节两

者间距的调节结构，在本实施例中，调节结构包括固定安装于底板2上表面并竖向延伸的螺

杆7，同时所述上盖板1开有供螺杆7穿过的通孔并在该螺杆7上螺纹连接有压紧上盖板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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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压紧螺母71，可通过拧紧压紧螺母71带动上盖板1下压并最终带动上压板3与下压板

4配合压紧。

[0024] 多组所述斜键固定组件5固定安装于底板2上表面并环形分布于定子工件9外周，

每一所述斜键固定组件5包括有斜键嵌合件52以及固定座51，其中所述固定座51预留有斜

槽511，同时所述斜键嵌合件52同时嵌入所述斜槽511以及定子工件9的斜键槽内。具体地，

所述固定座51包括固定座主体514、第一固定板512和第二固定板513，其中所述固定座主体

514内侧面开有配合第一固定板512和第二固定板513的安装槽，所述第一固定板512和第二

固定板513共同嵌入所述安装槽内同时第一固定板512与第二固定板513的相对面呈楔形结

构以构成所述斜槽511，由于斜槽511通过第一固定板512和第二固定板513配合构成，因此

可通过替换第一固定板512和第二固定板513调节斜槽511的斜度使其与定子工件9的斜键

槽配合，同时可通过压紧第一固定板512或第二固定板513缩小斜槽511的槽宽从而夹紧斜

键嵌合件52。此外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上压板3以及下压板4的外侧边缘均开有与定子工件9

斜键槽同向延伸的斜槽511。

[002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顶升机构8包括有顶杆81、用于固定安装所述顶杆81的支撑板

82以及用于带动所述顶杆81升降的升降气缸83，其中所述底板2开有供顶杆81穿过的通孔，

顶升机构8将下压板4顶起从而将加工后的定子工件9从模具内定出取料。

[0026] 在本实施例中加工的定子工件9由多块片材进行拼接以及叠合构成，其拼接结构

可参见中国专利CN105490398B中公开的拼接式电机构件结构，此外在本实施例中各片材外

周还预留有可构成定子工件9斜键槽的缺口。利用本实施例的分瓣式定子模具加工的过程

如下：

[0027] S1 .先将上盖板1以及上压板3从模具内取出并将斜键嵌合件52安装至下压板4的

斜形固定槽6和固定座51的斜槽511内，安装后的斜键嵌合件52形成符合定子工件9斜键槽

的斜度。

[0028] S2.将构成定子工件9的片材放置在下压板4上并贴合固定座51进行定位，此外还

使片材外周的缺口与斜键嵌合件52嵌合。

[0029] S3.当片材堆叠拼接至一定的高度后，将上压板3覆盖在定子工件9的上表面并安

装上盖板1拧紧螺杆7上的压紧螺母71带动上盖板1压紧上压板3并最终将定子工件9夹紧固

定。

[0030] S4.对定子工件9进行焊接使各层片材之间焊接固定。

[0031] S5.取下上盖板1、上压板3以及斜键嵌合件52后驱动升降气缸83使其带动顶杆81

将下压板4以及完成加工后的定子工件9顶起并将定子工件9取出。

[0032] 以上所述之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实用新型做任何形式

上的限制。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都可利

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作出更多可能的变动和润饰，或修改为等同

变化的等效实施例。故凡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实用新型之思路所作

的等同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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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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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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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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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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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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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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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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