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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机，不增大电机的轴向的尺寸

地支承印刷布线板。电机(10)具有外壳(2)、定子

(4)及印刷布线板(5)。外壳(2)具有底部(23)。定

子(4)支承于外壳(2)。印刷布线板(5)以与底部

(23)隔开间隔的状态支承于外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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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机，具备：

外壳，具有底部；

定子，支承于所述外壳；以及

印刷布线板，以与所述底部隔开间隔的状态支承于所述外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机，其中，

所述外壳具有外周壁部和从所述外周壁部向径向内侧延伸的多个台座部，

所述印刷布线板载置于所述台座部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机，其中，

所述印刷布线板具有第一贯通孔，

所述外壳具有从所述台座部延伸并插入到所述第一贯通孔内的支承销。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机，其中，

所述台座部具有第二贯通孔，

所述支承销被压入到所述第二贯通孔内。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电机，其中，

所述印刷布线板是两面印刷布线板。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电机，其中，

所述外壳具有内周壁部，

所述定子支承于所述内周壁部。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电机，其中，

所述印刷布线板具有与所述定子对置的第一面、与所述底部对置的第二面、以及从所

述第一面贯通到所述第二面的通孔，

所述定子具有线圈和从所述线圈延伸的导线，

所述导线经由所述通孔贯通所述印刷布线板，并被焊接于所述第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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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电机具有转子、定子以及印刷布线板。如专利文献1所示，印刷布线板由从定子的

绝缘子沿轴向延伸的卡合爪支承。

[0003]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11‑166857号公报

[0004] 在如上所述构成的电机中，为了支承印刷布线板，卡合爪从绝缘子沿轴向延伸，所

以存在电机的轴向的尺寸按该卡合爪而增大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课题在于，不增大电机的轴向的尺寸地支承印刷布线板。

[0006] 本发明的某一方面所涉及的电机具备外壳、定子和印刷布线板。外壳具有底部。定

子支承于外壳。印刷布线板以与底部隔开间隔的状态支承于外壳。

[0007] 根据该结构，印刷布线板由外壳支承，不需要从绝缘子延伸卡合爪。其结果是，能

够不增大电机的轴向的尺寸地支承印刷布线板。

[0008] 优选的是，外壳具有外周壁部和多个台座部。台座部从外周壁部向径向内侧延伸。

印刷布线板载置于台座部上。

[0009] 优选的是，印刷布线板具有第一贯通孔。外壳具有从台座部延伸并插入到第一贯

通孔内的支承销。

[0010] 优选的是，台座部具有第二贯通孔。支承销被压入到第二贯通孔内。

[0011] 优选的是，印刷布线板是两面印刷布线板。

[0012] 优选的是，外壳具有内周壁部。定子支承于内周壁部。

[0013] 优选的是，印刷布线板具有第一面、第二面及通孔。第一面与定子对置。第二面与

底部对置。通孔从第一面贯通到第二面。定子具有线圈和从线圈延伸的导线。导线经由通孔

贯通印刷布线板，并被焊接于第二面。

[0014] 发明效果

[0015] 根据本发明，能够不增大电机的轴向的尺寸地支承印刷布线板。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电机的俯视图。

[0017] 图2是沿图1的A‑A线的剖面图。

[0018] 图3是外壳的基部的俯视图。

[0019] 图4是安装有印刷布线板的状态的基部的俯视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

[0021] 2：外壳；23：底部；24：外周壁部；25：内周壁部；27：台座部；271：第二贯通孔；28：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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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4：定子；43：线圈；44：导线；5：印刷布线板；51：第一贯通孔；52：第一面；53：第二面；

54：通孔；10：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参照附图对本实施方式所涉及的电机进行说明。另外，在下面的说明中，轴

向是指转子的旋转轴延伸的方向。此外，周向是指以旋转轴为中心的圆的周向，径向是指以

旋转轴为中心的圆的径向。

[0023] [电机]

[0024] 图1是电机10的俯视图，图2是沿图1中的A‑A线的剖面图。如图1及图2所示，电机10

具有外壳2、转子3、定子4和印刷布线板5。电机10是外转子型。该电机10例如能够安装于手

动提升车、台车或者无人输送车等输送装置。

[0025] [外壳]

[0026] 外壳2构成为收纳转子3、定子4及印刷布线板5。外壳2由基部21和护罩部22构成。

护罩部22被固定于基部21。

[0027] 外壳2具有底部23、外周壁部24、内周壁部25及顶板部26。底部23呈圆板状。外周壁

部24呈圆筒状。外周壁部24从底部23的外周缘部延伸到顶板部26。外周壁部24被划分为基

部21的部分和护罩部22的部分。

[0028] 内周壁部25呈圆筒状。内周壁部25相对于外周壁部24被配置在径向内侧。内周壁

部25从底部23朝向顶板部26延伸。另外，内周壁部25未到达顶板部26。即，内周壁部25的前

端与顶板部26隔开间隔配置。

[0029] 顶板部26呈圆板状。外周壁部24从顶板部26的外周缘部延伸到底部23。顶板部26

具有圆筒状的突出部261。突出部261被配置在顶板部26的中央部。突出部261朝向底部23的

相反侧沿轴向延伸。

[0030] 图3是外壳2的基部21的俯视图。如图2及图3所示，外壳2具有多个台座部27及多个

支承销28。另外，在本实施方式中，外壳2具有三个台座部27和三根支承销28。

[0031] 台座部27从外周壁部24沿径向内侧延伸。并且，台座部27从底部23沿轴向延伸。台

座部27是与外周壁部24及底部23由一个部件一体地形成的。

[0032] 各台座部27在周向上隔开间隔配置。各台座部27的间隔不是相等的间隔，但也可

以设为相等的间隔。

[0033] 台座部27具有第二贯通孔271。第二贯通孔271沿轴向延伸。支承销28从台座部27

沿轴向延伸。具体而言，支承销28被压入第二贯通孔271内。支承销28的前端部从第二贯通

孔271突出。

[0034] [转子]

[0035] 如图2所示，转子3能够旋转地被支承于外壳2。转子3具有转子框31、磁铁32、主轴

33。

[0036] 转子框31具有圆板部311、内周引导部312及外周引导部313。圆板部311在中央具

有开口部。圆板部311在轴向上被配置于定子4和顶板部26之间。圆板部311具有多个贯通孔

3111。各贯通孔3111排列在周向上。

[0037] 内周引导部312呈圆筒状。从圆板部311的内周端部沿轴向延伸。内周引导部312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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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板部311朝向底部23延伸。

[0038] 外周引导部313呈圆筒状。外周引导部313从圆板部311的外周端部朝向底部23沿

轴向延伸。

[0039] 磁铁32是永磁铁。磁铁32被安装于转子框31的外周引导部313。具体而言，磁铁32

被安装于外周引导部313的内周面。磁铁32相对于定子4被配置在径向外侧。即，磁铁32以包

围定子4的方式进行配置。

[0040] 主轴33以能够旋转的状态被外壳2支承。具体而言，主轴33经由两个轴承34a、34b

被支承于外壳2。首先，主轴33被支承于在外壳2的突出部261内安装的轴承34a。并且，主轴

33被支承于在外壳2的内周壁部25内安装的轴承34b。

[0041] 主轴33贯通顶板部26的中央部，并向外壳2的外部沿轴向延伸。主轴33支承转子框

31。主轴33与转子框31一体地旋转。主轴33被压入于转子框31的内周引导部312。

[0042] [定子]

[0043] 定子4支承于外壳2。具体而言，定子4支承于内周壁部25。定子4不能够旋转地配置

于外壳2内。定子4具有定子铁芯41、绝缘子42、多个线圈43及导线44。

[0044] 定子铁芯41能够通过将多片电磁钢板层叠而构成。绝缘子42构成为覆盖定子铁芯

41。具体而言，绝缘子42覆盖定子铁芯41的齿部分。绝缘子42由树脂等绝缘性的材料构成。

[0045] 线圈43卷绕于定子铁芯41。具体而言，线圈43卷绕于定子铁芯41的齿部分。另外，

上述的绝缘子42夹装在线圈43与齿部分之间。并且，绝缘子还夹装在线圈43和定子铁芯41

的轭部分之间。

[0046] 导线44从线圈43朝向底部23延伸。另外，导线44是构成线圈43的导线的一部分。

[0047] [印刷布线板]

[0048] 图4是安装了印刷布线板5的状态的外壳2的基部21的俯视图。如图2及图4所示，印

刷布线板5被支承于外壳2。具体而言，印刷布线板5载置在台座部27上。这样，印刷布线板5

与外壳2接触。

[0049] 印刷布线板5与底部23隔开间隔配置。印刷布线板5配置在定子4与底部23之间。

[0050] 印刷布线板5呈C字状，并被配置在外周壁部24与内周壁部25之间。印刷布线板5与

外周壁部24及内周壁部25隔开间隔配置。印刷布线板5在外周缘部具有多个第一贯通孔51。

第一贯通孔51的数量与支承销28的数量相同。通过将支承销28插入该第一贯通孔51内，印

刷布线板5沿周向被定位。

[0051] 印刷布线板5是两面印刷布线板。印刷布线板5具有第一面52、第二面53及通孔54。

第一面52与定子对置。第二面53与底部23对置。通孔54从第一面52到第二面53贯通印刷布

线板5。

[0052] 导线44经由通孔54贯通印刷布线板5，并被焊接于第二面53。另外，导线44从线圈

43以松弛的状态延伸到第二面53。并且，支承销28被焊接于印刷布线板5的第一面52。

[0053] [变形例]

[0054] 以上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并不限定于这些，只要不脱离本

发明的主旨，则能够进行各种变更。

[0055] 变形例1

[0056]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支承销28被压入台座部27的第二贯通孔271中，但支承销2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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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不限于此。例如，支承销28也可以是与台座部27由一个部件一体地形成的。

[0057] 变形例2

[0058]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支承销28被焊接于印刷布线板5，但支承销28在印刷布线板5

的固定方法不限于此。例如，也可以将贯通印刷布线板5的第一贯通孔51的支承销28的前端

部弯折，由此将印刷布线板5固定。除此之外，还可以将支承销28构成为铆接销，并通过铆接

将印刷布线板5固定。

[0059] 变形例3

[0060]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印刷布线板5形成为C字状，但印刷布线板5的形状不限于此。

例如，印刷布线板5也可以形成为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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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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